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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国批判性思维课程建设研讨会会议代表报告 

1. 加拿大，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董毓博士报告：《批判性思维不是什么》 

加拿大，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董毓博士 报告—— 

批判性思维不等于什么？ 

 

内容提要 

 

虽然批判性思维研究和教学在中国已经有些开展，但是对批判性思维的误解依然广泛

存在，而且成为将它进一步推广和运用的障碍。本文讨论三个主要误解：一、批判性思维

是否定的批判；二、批判性思维本质上是逻辑及其运用；三、批判性思维就是方法和技巧。

本文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能够澄清认识，有助于推进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和教育。 

*  *  *     *  *  *      *  *  *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在国际教育界早已被认为是和读与写一样基本的学习和学术技能，

是创造知识和合理决策的必需能力。中国有些大学近年来也开始了批判性思维的教育，但

是，到目前为止，教学的普及远不能适应培育创造性人才和科技兴国的要求。我们依然看

到思维僵化和否定一切两极共存的普遍现象，在该质疑和创新的地方人们固守成规，在该

欣赏和接受的地方充斥着非理性的反对。2010年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在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

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曾一针见血地说，中国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思考批判性思维教育在中

国推广缓慢的原因，不能不说对批判性思维的一些误解是重要的观念因素。本文试图澄清

针对三个主要和普遍的误解，以期有助于清除观念上的障碍，使包含批判性思维的素质教

育获得广泛开展。 

1、不等于否定，而是谨慎反思 

这一点，本来不难理解，也是批判性思维研究和教学界一贯的常识。但是现实是这里

藏着最普遍的误解，也是推广批判性思维的最大思想障碍之一。目前采用比较广泛的批判

性思维的定义是恩尼斯(Robert Ennis)的：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其目的在于决定我们

的信念和行动。这个定义本身一点不包含负面的批判性含义，教师们也会说明这样的定义

的建设性或“中性”的本质，指出批判其实是评判或评估（一些中文翻译为“评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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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无道理，但它又有受限于评估的范围的问题）。但是，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批判”两个字，

而且望文生义把它等同于带有负面的含义的否定。他们至少是下意识地认为，否定就是批

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必然包括否定。这个负面的理解在“精英”中也有市场。2010年有

一篇在中国流行的文章叫“超越批判性思维”，作者罗斯（Michael Roth，2010）是美国

维思里安大学校长、思想史学家，它呼唤不光要批判性思维，还要有“实际的探索”，不

但要判别还要有指导，去发现未知的细节，规范和关系，不要只是批判价值而要去增加价

值，去丰富文化、社会和人生。 

“如果我们人文学科教授更多地把自己视为规范的探索者而非评判者，我们就会有更好

的机会把我们的学术和公众文化中更广泛的潮流重新衔接起来。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要

接受现状，但是它的确意味着我们要努力地从参与者的立场出发来理解文化习俗（包括我

们自己的文化习俗）。...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将意味着他们不必带有预期的揭露缺点或故弄

玄虚的目标去做研究，而是转过身来想想我们所要研究的内容也许会使我们的思想和生活

跃动起来。(中文翻译引自“超越批判性思维”丁俊娜/译，2010）” 

在原文登出的网站上，人们很快就评论指出，罗斯对批判性思维的负面理解是狭窄和

不合实际的。一个学生说，这和他在大学里学的批判性思维课程不符合，他学的是各种思

想技巧，而不是去打倒别人。另一位评论者说，罗斯不知道批判性思维所强调的认识和真

理的原则和追求，所以他对批判性思维是什么完全无知。的确，在批判性思维教育者看来，

罗斯似乎从来没有打开过一本批判性思维教科书，显然，他的要“超越”批判性思维的发

言事先没有给任何一个学过或教过批判性思维的人看过。根本地，罗斯在两个方面误解了

批判性思维：（1）批判性思维的批判的目标就是知识、理解和价值的增长；（2）批判性思

维的原则和方法本身就是扩大知识增加价值的工具。 

首先，我们知道，批判性思维当然强调，不要盲目接受现成的观点，不要墨守陈规。

批判性思维的目标是增加知识和合理决策，这就要以敢于质疑现有知识系统的态度为先导，

没有敢于质疑的态度和胆量，就不会有突破。开放和创新的精神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意

义不用多言。但是，另一方面，批判性思维从来就没有要人们去单纯地“说不”、“发难”、

“破坏”、用“揭露缺点或故弄玄虚的目标去做研究”。批判性思维的主要原则，从现代

首次提出批判性思维概念的杜威（John Dewey）开始，就是大胆质疑、谨慎断言。杜威心

中的批判性思维（他称为“反思性思维”），就是在对科学假说进行主动、持续和细致的理

性探究之前，先不要决定是接受还是反对－－“延迟判断”（Dewey, 1910, pp.6-13）。从

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这么几个意思。首先，对一个观点，假说，论证等，批判性思维的起

始态度是谨慎，而不是马上赞成或反对。对想要你马上接受他的观念的人来说，这个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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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就是质疑的态度－－意味着马上接受他人的观点。但实际上谨慎态度是中性的，它

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先不慌做决定”。其次，质疑是提问，而不是判断；即质

疑是对观念的理由、根据提问，而不是对该观念的判断，更不是否定判断。换句话说，代

表批判性思维的“大胆质疑”的精神的，是对一个观念提出“它真吗”的问题，而不是作

出“它不真“的判断。批判性思维绝不等于单纯的反对，不等于仅仅站起来说什么都不对，

要不然中国的批判性思维者如山花烂漫，我们不用大力提倡批判性思维教育了。 

因为，既然是要得到合理的信念和行动，那么这不仅需要“大胆质疑”，更要“谨慎

断言”。谨慎断言的意思，还是按杜威的话说，就是如果对一个观念没有细致、深入、全

面的合理思考和探究，就不要下判断。很多人忘记了批判性思维原则的这个下半部分，但

它不但不可缺少甚至更为根本。因为“说不”并不难，难的是有道理。我们常说没有破就

没有立，其实硬币的另一面是没有立也就没有破。只有在经过谨慎反思和研究得到站得住

的理由后，才能下（否定或者肯定的）判断。科学史证明，旧理论只是在新理论真正成功

的时候才会盖棺定论。因此，追求知识发展的批判性思维不但鼓励质疑，而且更强调要会

质疑：不但敢提问，而且会提问，而且还会说为什么有疑问－－能说出理由，特别是有关

的，好的理由。很多人看起来不敢质疑，其实真正原因是不会质疑，即不知道怎样提出好

的问题。而这就需要理性和探索性的思考－－这才是难点和要点。所有的批判性思维的教

科书，都以如何进行这样的思考的标准、技巧和过程为重点内容。 

所以，根据批判性思维的主要原则，我们可以知道：否定不等于批判性思维。那么反

过来问，批判性思维是否一定包含否定呢？或者我们这样提问：如果一个人对问题思考的

结果和现成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并没有推翻、突破前人的观点，他是否就没有作出批判性

思维呢？同样根据上述的批判性思维的主要原则，答案是明显的。定义批判性思维的是理

性反思的过程，而不是它的具体判断结论。我们不以某种结果是否新颖，甚至不以它是否

正确来判定其思考过程是否具有批判性。对假说的细致反思虽然常常会导致新的突破，但

如果发现假说是合理的，发现它在现有的最严格检验和批判的情况下也能站住脚，那至少

现在应肯定它－－不然就是盲目否定。所以思考得出了肯定的结果并不能表明这不是批判

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结果完全可能是同意和接受现有观点的合理性。总是导致否定判断

的批判性思维不仅从来没有人教过，而且是和其定义矛盾的。恩尼斯说，一个常见的公众

印象是批判性思维是负面的、鼓励怀疑论。但当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来支持一个立场时，

采取这个立场的态度就是不去怀疑的态度，这一点需要包含在我们的批判性思维的教育目

的之中（Ennis,1996,p.170）。可以相信，如果普遍教授批判性思维，像中国网路上蔓延的

那种盲目反对和不负责的发泄将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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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否定不等于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也不一定包含否定。否定既不是批判

性思维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它的真正要点，是走向合理的知识和行动。 

其实，即使是罗斯说的那种“带有预期的揭露缺点的目标”的思考，如果它随后是以

客观、具体和理性的研究和推理为依据的，那么它就不是那种单纯的反对，而是正面的、

建设性的探索。关键依然是有没有杜威所指的“主动、持续和细致的理性思考”。这是“谨

慎断言”要求下的规定动作，是批判性思维和单纯否定的分水岭。如果是有根据的否定，

那么这样的否定反而更能推动发展，更有正面效果。也就是说，批判性思维并不必然包含

否定，而当它做出有根据的否定时，这也只是因为这样更能推动正面的发展。 

我们可以结合批判性思维概念的一个发展来理解这一点。批判性思维在以前被看作是

只是对已有思想的评估判断，是“应对性（reactive）的批判性思维”（Hitchcock, 2011)。

通俗地说，以往教批判性思维的做法是这样：这里有一个想法、观点或者争论，我们要知

道它好不好，有没有道理呢？让我们来找它的理由、证据，分析它的推理，看它是否可以

辩护，判定它是否可信可行。如果是的，那么这就是真的知识或可行的决策，我们就相信

它、运用它。这个做法的思路，是通过排除坏的找到好的信念。它强调理性，强调对已产

生的信念进行经验的检验和评估。判断一个信念的可辩护性是确定知识的必要环节，应对

性的批判性思维也是认知探索的必要阶段。这当然完全不是罗斯所指责的“只要批判”的

批判性思维。相反，按照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观点看，这个思路还存

有那种“辩护主义认识论”的气味，“批判”味十分微薄，对破旧立新的需要强调不够。 

随着批判性思维概念的发展，现在批判性思维越来越被认为也是构造性或建设性

（constructive）的，它依然要评判假说、观念、论证等等，但它要通过构造新的替代假

说、观念、论证来评判它们。在这个从应对性到建设性的批判性思维（Hitchcock, 2011)

的概念变化过程中，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影响下，许多研究者（比如下面要提到论证理论中

的辩证学派）同意，批判性思维更应该主动先从找反驳的理由的出发：对已经相信的和遵

循的信念（观念、理论等等）和答案，我们先要问：有没有办法发现它们的问题和缺陷，

以便寻找可以克服这些缺陷的更好的认识？这个批判理性的思路，是从好的中找到“坏”

的，是吹毛求疵，看来像是罗斯说的那样“带有预期的揭露缺点”的目标去做研究的批判

性思维。 

然而，采取这样以挑错为目标的思路，在辩证学派的眼里，正是因为它是探索和发展

的更好方法。波普尔认为，科学史表明，久经证实的科学理论也是可能有错的，更好的理

论只能是通过改正它的错误而产生。所以，通过严格检验和批判来挑错的探索方式，正是

把发展放在第一位的做法，是促进认识发展的更有效的方法(Popper, 1945,ch.24,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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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认识发展的不是发现了错误，而是不去发现错误；没有什么比发现错误能更快地促进

新理论的产生。波普尔的同事，批判理性主义者阿加西（Joseph Agassi）在“回顾卡尔波

普尔爵士：反面思考的正面力量”一文中总结说：“对已经接受的观点，或者最好的科学

观点、观念和提议等等进行反驳的要旨，不过是这一点：反驳打开了革新的道路。什么都

不比反驳更有强烈的启发性。什么都不比批判现状对进步更有促进作用，什么都比不上对

旧事物的不满更可能预示新事物的来临。批判是解放(Agassi 1988, pp.497-498)。” 和

罗斯想的相反，理性批判的、辩证的思考，不仅和探索不矛盾，而且是更有效的探索。不

管从哪个角度理解，批判性思维都是正面、建设性的思想力量。 

2、不等于逻辑，而是辩证认知过程 

批判性思维不等于逻辑，这一点应该十分显然，但在出于各种原因，许多人还是把批

判性思维圈在逻辑的范围内，把它当作日常语言的逻辑，当做逻辑课的一个比较有趣比较

实用的替代物。这样做的一个不利后果是限制了批判性思维的教育，使得它的那些独特的

优点和方法，比如那些促进求真、深入和开放思考的原则，不能传播，不利于创新思维的

培养和科技发展。 

当然，逻辑学是批判性思维的一大来源，非A不等于A这些逻辑原则不能违反，逻辑工

具在批判性思维中，在它有用的地方是有用的。但是，从根本原理和方法两方面说，逻辑，

特别是形式的、演绎的逻辑，远不能概括批判性思维的特点和方法。 

希契柯克(David Hitchcock)最近列举了论证的逻辑分析和批判性思维的重合和不重

合的关系(Hitchcock, 2011)。他指出，批判性思维和逻辑分析有三大方面的不同： 

一、批判性思维远超越了单一的论证。 

二、批判性思维包含着创造的成分，包括提出并且评估替代观点，并从中选择最好的。 

三、批判性思维包括对证据本身的批判性评估。 

第三点是长期以来批判性思维研究教学的共识。论证的逻辑评价中要求证据真实（完

满的推理是前提真和推理有效的），但并不讨论和鉴别它，然而这却是批判性思维的重要工

作。希契柯克本人于1983年出版的批判性思维教材就叫做“批判性思维：信息评估指南”

（Critical Thinking: A Guide to Evaluating Information）。毫无疑问，判断信息真假

和质量的工作，在这个信息时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1997年费舍尔（Alec Fisher）和

斯克里芬（Michael Scriven）提出的批判性思维定义是“对观察和交流，信息和论证的有

技巧的和主动的解释和评估”(Fisher, 2001, pp.10-11)。费舍尔说明了把观察、信息和

交流也包括在这个定义中的必要性：人们的感官观察，事实陈述，问题，指令等其他语言

行为，都需要解释和评估，所以都是批判性思维的对象。当然批判性思维和逻辑在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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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别并不止这些，比如像批判性思维着重研究的实际论证中必然包含的、而且起决定作

用的隐含假设、情境或背景知识的内容，都不是逻辑分析的对象，因为它只是以表达出来

的形式来判断论证的有效性。 

对第一和第二点，我们可以结合最近二十年批判性思维研究和教学的发展来理解。在

现代的论证理论研究中，在关于一个论证的合理性（它的好坏的评价）的观点中，主要有

这样三种代表性的说法（van Eemeren, 2002）： 

逻辑的：一个合理的论证是真的前提加演绎有效的推理 

修辞的：一个合理的论证是能说服争论一方的论证 

辩证的：一个合理的论证是在辩论中对争论问题的解决作出建设性的贡献的论证 

当代的论证理论、非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演绎逻辑的合理性，

不能合适表达实际论证的特点和合理性。我们现在早就认为合理的论证，包括归纳的和其

他根据充足理由的推理，都不是演绎有效的。反过来，符合逻辑的，也可以是不合理的论

证，比如“因为零下温度可以引起结冰，所以零下温度可以引起结冰”，它完全符合逻辑

的有效性和完满性，但却是循环论证，没有任何知识进步的意义。显然，演绎逻辑的合理

性，既过宽，又过窄，更不能衡量以认识发展为目的的思考活动的合理性。 

辩证的道路，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可以说它代表目前人们对批判性思维的认

识从单一论证模式向交流、竞争、开创的多论证模式的转化，被认为是批判性思维的必要

内容(Walton, 1998)。现在讨论热烈的是艾默任（van Eemeren）发起的“实用－辩证理

论”(Pragma-dialectical theory)。上面说过，这个观点的旗帜来源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

主义。它认为，论证的真正特质和合理性是在批判的对话中体现的。人的论证，不管是说

话还是写文章，其实都是有受众对象的，是多方参与的对话，而好的论证，是根据双方同

意的出发点和对话规则进行的批判性对话而得到对争论问题的解决，或者至少推进了对问

题的解决。实用－辩证论的理想论证模式是不同观点、理论和论证之间的批判性讨论，为

此他们鼓励提出新的观点和论证，以便形成这样的良性竞争和发展的环境。他们认为论证

不是传统的那种为一个立场寻找好的正面支持的理由的论证－－他们和波普尔一样反对这

种辩护主义倾向－－对论证的最好正面支持来自于对它的否定性检验和批判的努力的失

败。实用－辩证论最近十几年获得了许多关注和发展，它提出和发展了一系列相应的进行

批判性讨论的规范，以此来保证合理的讨论，保证它的问题解决有合理性(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1988)。 

虽然对这个实用－辩证道路所代表的方法和合理性概念的性质有争论（比如“正面理

由”是否只来自于批判的失败，辩证合理的结论是否有认识的真理性等，参见Siegel & B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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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David Botting, 2010），它反映了人们对批判性思维内容和原则的新的认识：批判

性思维不等于逻辑，不等于日常语言中的逻辑，不等于推理，甚至也不等于我们过去理解

的论证，而是批判理性主义理解的那种通过良性的辩证批判而推动的认知活动。批判性思

维不仅仅是理性的，而且是发展的；思考不仅仅是要得到正确的信念，而且是得到新的正

确信念。 

从这里可以理解希契柯克提到的批判性思维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批判性思维的辩证性

规定了它的创造性要求－－通过发展来判断：要通过创造新的替代假说来评价已有的假说，

通过发现和构造不同立场、观点、假说和论证来判断它们中间哪个是最可以接受的。所以

我们说批判性思维不仅促进创造性思维，而且也需要创造性思维。一方面，追求质疑、理

性和开放的批判性思维为创造性思维扫除观念上的框框，另一方面，它自身也要通过创造

性思维来达到批判性思维。费舍尔谈到批判性思维有时被称为“批判－创造性思

维”(Critico-creative thinking)，他认为这个名称有其优点，因为这一方面可以抵消批

判一词带来的只是批判别人的负面误解，另一方面还可以表达一个好的评价常常需要富于

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意思：你要根据能得到的最好论证来评估别人的论证，这就需要你去想

象别的可能性，替代的考虑，不同的选择，其他的视角，可能的情景等，即你需要相当的

有创造性。费舍尔说，虽然批判性思维这个词已经约定俗成，但我们一定要记住它的正面

和创造的性质(Fisher，2001，p.13)。 

这对我们从事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和教学有指导意义。我们需要把批判性思维看做认识

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是需要创新和发展的。在教学中，我们要强调辩证批判、正－反－正

论证方式、隐含前提、多样化替代方案等等内容。教学方法上则要讲究团体交互性讨论，

鼓励公开、理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即用批判性思维的方法教批判性思维（干咏昕，2010），

这样可以直接推进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3、不等于技巧，而是理智美德和技巧的结合 

和逻辑教学的现状类似，一些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有专注方法和技巧，忽视精神、态度、

和习性的培养的现象。教学中满堂灌的方式，也代表对在教育中力争培养良好理性和开放

习惯的目标的忽视。 

现在，批判性思维的研究者大多数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态度和方法的集合体，两者不

能偏废。当然少数的不同声音也存在，其中最响亮的是推崇“替代论证理论”的米西梅尔

（Connie Missimer），在九十年代她发出不同政见，称批判性思维就是技巧，只要你能熟

练的构造、分析和评价替代假说、理论、论证等，你就是进行了批判性思维，就有可能导

致知识发展，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态度和习性；批判性思维只是这些技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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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运用，它并不以具备某种素质为前提（Missimer, 1990, 1995）。米西梅尔的技巧唯一

论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她对历史的研究－－许多科学创新突破的大思想家（我们必然承认他

们是批判性思维者）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性格态度问题，比如自私，粗暴，婚外恋等，不符

合现在人们提出的具有那种理想的理智态度的批判性思维者的形象。 

支持“态度和技巧论”的研究者，比如塞格尔（Harvey Siegel,1997）反驳道，米西

梅尔的历史研究和结论，建立在对什么是批判性思维的态度的误读上。她提出的那些毛病，

其实是和思维的方式无关的。真正有关的，是那些影响你对待别人的论证，接受反面论据

和理由的态度，比如你一贯不能耐心听别人的论证，顽固得不能容忍任何不同的论证的出

现，因为强烈的观点偏见不能看到合理的反面事实，等等。这样的人不能称为批判性思维

者。我们并不管他是否隐瞒了自己哪里过夜，而是看他是否诚实的对待对方观点的证据或

者优点，因为这影响了他思考的过程和结果（引自Hamby,2011）。 

我认为，批判性思维天然需要某种理智美德的帮助才能开展。“熟练地运用批判性思

维技巧”本身就需要突破我们天性中的一些“惰性”部分。因为我们保守和偏见的倾向会

把这样的运用阻止在表面和片面的层次上。一个保守顽固的人，一个被利益或名誉主宰的

人，如何能去面对和领悟不同的证据，勇于创造替代理论，公正分析自己和对立理论的优

缺点，从而得到合理的判断？没有对公正、诚实这样的理智美德的要求，所谓“熟练运用

批判性思维的技巧”的可能是大打折扣的。 

人的理性能力存在于人的其他能力和欲望之中，并时常被它们阻挡。在该用理性的地

方运用理性本身就常常代表对其他阻碍性的天性、习性的挣脱。愿意去进行批判性思维的

态度或习性（指那种在相应条件环境下作出相应反应、行动的习惯性、内在的意愿或倾向），

是进行批判性思维的前提。批判性思维的技巧，不可能在不相信理性的前提下得到“熟练

的运用”。波普尔认为，对理性、理由的相信，是批判理性思考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信

念，人不可能被理由说服，一切论证对他都是徒劳的。（有人称波普尔对相信理性的要求是

批判理性主义的不可批判的“信仰”，但一些批判理性主义者回答说，其实这个信念也是

可批判的，只是我们没有具体充足的理由反驳它罢了（Miller, 2007）。） 

可以说，当我们为了信念和行动的合理性而进行批判性思维时，这样的批判性思维按

其定义就包含了对求真、理性和公正等理智态度的要求，不然不可能达到“合适”的信念

和行动。纯粹会用如果A比B好、B比C好，所以A比C好这样的推理不是批判性思维，做这样

推理的人完全可能同时是在违反批判性思维。 

那么，什么是批判性思维应该有的态度、习性或素质呢？不同的批判性思维的研究者

提出的有所不同，但有一个汇集的部分。概括恩尼斯（Robert Ennis,1996）、保罗（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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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1982,1993）、凡西昂（Peter.Facione,1990）李普曼(Matthew Lipman,1988)，塞格

尔(Harvey Siegel, 1988,1997)等等提出的内容，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可以说有三个方面，

这是求真、公正和反思（董毓，2010，p.30）。这是轴心理念，是批判性思维教育者要瞄准

培养的精神素质。与此精神相应的有一些具体的“理智规范”，称为理智美德，比如理智

的诚实、全面、开放、明晰、细致、谨慎、自省反思、力求理解、相信理性等等（Ennis,1996）。

这些批判精神的内涵，是一个真正的－－或按保罗的用词，一个强的－－批判性思维者的

内在要素（Paul, 1992)。 

所以，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和理智美德的培养是必不可或缺的。而且这样的素质教育需

要专门进行。一般认为，批判性思维的技巧有助于批判精神和习性的形成。所以，单纯学

习技巧也会促使学生既能够又愿意进行批判性思维。针对这个思路，凡西昂进行了实验性

的比较研究（Facione,2000）。结果是，所谓技巧教学会导致习性养成的假设关系并不明显。

在1577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考试结果中，大概只有4%的变化可以和这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习性问答结果相关联。不过，事先具有较强的批判性思维习性的学生能更好地学到批判性

思维的技巧（pp.76-78）。所以，凡西昂在结论中指出，批判性思维的教学要有效，必须包

括专门培养那些理智美德的做法，而不能单纯依靠认知技巧的教授，它们应该同时进行。

凡西昂最后强调，西方科学和哲学，是从提倡正确地运用理性来解决问题的古希腊文化中

产生的，这个理性文化，是知识和进步的土壤，需要不断培育（p.81）。 

这样的理智美德教育对中国的必要性是显然的。因为没有任何机制或者理念可以在一

个虚假和暴戾横流的文化中起它应有的好作用。没有批判理性的精神和理智美德，就不会

有知识和文化的发展，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立、自由和民主。由此可知，中国的批判性思维

教育者，担负着从根子上培育中国的科学、文化和社会良性发展的重担。 

4、结论 

批判性思维，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负面和否定性的批判，不能等同于对已有思考的逻

辑分析和评价，也不等于分析评价的技巧的运用。批判性思维是在辩证理性和开放精神指

导下的认知思维活动和过程，它以认识的理性和发展为标准和目标，以建设性的批判讨论

为推进认识的有效的途径。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应该在传授思考技巧的同时培育追求真理，

公正和反思的精神和理智美德；交流、辩证和开放的方法是教育的指导原则，即用批判性

思维的方法来教育批判性思维。任何民族，都不能缺少这样的价值和素质教育，这是在知

识和文化竞争和发展的世界潮流中站立的一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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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政法大学朱素梅副教授报告：《批判性思维课程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朱素梅 报告—— 

批判性思维课程研究 

我校自 2004年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绝大多数学生都学习过逻辑导论课程。自批判性思

维课程开设伊始，我们就需要准确定位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之间的关系以及批判性思维和逻

辑思维导论课之间的关系：批判性思维作为通识课程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各专业的学生在求

真的过程中通用的方法和原则以及思维方式的建构。目前，逻辑导论和批判性思维两门课程

都是我校的精品课程和通识主干课。下面简单介绍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教学概况。 

教学目标：培养思维的习惯——质疑、反省、开放、重建；训练思维的技能——识别、

分析、评价、决策。思维习惯中，质疑不是简单的怀疑、否定。所谓的质疑，提出问题是要

有理由的——提出问题不是为了否定，而是为了探究。探究是指基于证据来支持、反对或悬

置某个判断，基于证据来检验判断。开放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当我们所固执的意见遇到强有

力的反驳证据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弃。当我们本来不接受的观念遇到强有力证据支持的时候，

我们接受或者说是修正我们原有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观念就是重建。识别、分析、

评价、决策分别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办？批判性思维不仅要对

“相信什么”作判断而且要对“如何行动”作判断，而行动的层面是决策的层面。好思维的

标准是：清晰、可靠、一致，相关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精准和思维的深度与广度。 

教学手段：以案例教学为主。教学课堂的互动不是以老师的讲授为主，老师会带着问题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学生提供的）到课堂上进行讨论。老师主要主持讨论，管理讨论的程序，

然后评论讨论的结果。 

教学效果的测试：测试的环节包括学生课堂的发言和讨论、提交的作业、期末测试。提

交的作业，是针对实际中的特定问题表述观点以及进行论证。  

教学的主要内容：论证的识别、分析和重建，清晰性辨析，可靠性辨析，一致性辨析，

相关性辨析，假设的辨析，批判性写作等。 

清晰性辨析：请看下面的对话，记者问议员“为什么你不支持同性恋者结婚？”议员答：

“这是因为我成长经历的缘故”。这个回答是在答所问呢还是答非所问？“为什么”这个语词

是有歧义的：它既可以诉求解释，也可以诉求论证。当记者提出问题的时候，他是在诉求论

证，可是议员的答复所给的是一个解释，并没有给论证。这就是从问题的为什么以及从回答

的因为所以引发的歧义。清晰性辨析所要讲的问题主要分为几大专题：不清晰的各种情形，

包括模糊、歧义、“清晰的”数字背后的不清晰性、过于抽象。 

一致性辨析：批判性思维课程中的所讲的“一致性”和逻辑导论课程中的“一致性”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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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复，只有深入和拓宽。下面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散文，他写这篇散文的意图是讽刺中国人

缺少求真的精神。这个论点是我们做高等教育的人都认同的，我们需要有求真精神，但是他

的论据是说“当一个孩子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说他将来会富贵可能是假的，可是我要是说

他将来会死，这是真的，真的反倒会挨打”，但这样的一个论据合适吗？针对这个问题，学生

们在这种场合下如果求真的结果是：面对一个新生儿，我们就说他将来会死，这样的一种“求

真”显然是不合语境，不合民情，不合理的。“在同一思考框架之内，不能够有不一致性，但

是追求一致性另外一点就是要区分不同的思考框架，不能把不同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王

小波的这段话分别是针对什么问题所做的思考呢？他就分别在说：是什么？为什么？怎么

样？怎么办？有程序的思考，理性的思考，批判的思考，主要关注的不是你思考的内容而是

你如何论证，其中包括你论证的成果：你论证的说服力是不是强，是不是有效；也包括你论

证的程序：你不能把不同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先该论证什么，在回答怎么办之前，先要回答

前面的问题，分别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办。当然，为了更好地回答后面的问题，

可以回过头来探究前面的问题，但是跳过前面的问题直接回答后面的就不是批判性思维。 

关于思考的程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举证责任分配。在对话环境下的论证中，关于谁

有论证的义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举证责任分配理论的内容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谬误：诉

诸无知。你不能证明它是错的，所以它是对的；你不能证明它是对的，所以它是错的。比如

说美国的挑战者号爆炸的事情，背后的原因是当时有一个制造 O 型圈的工程师开始时提出了

担心，说这个质量可能不够，有可能引发燃油的泄露，然后引起爆炸。这种担心表达出来之

后，有人提出疑问“你能证明吗？”他没有证明。本来这个举证责任按照常规是应该证明它

是安全的，只要别人提出疑问，你就有义务来消除这个疑问，排除这个疑问，因为这是一个

合理的怀疑。但是这里举证责任错误的分配导致了巨大的损失。 

相关性的辨析：举例一个律师和一个教授的对话。律师说：“不孝的人不能当公务员”教

授反对：“孝是师德，能不能当公务员应当衡量公德，不能以私德冲淡公德，我是孝子，但是

我不具备当公务员的素质，按照你的说法孔繁森就不能当公务员了。”问题是：这个教授是对

律师的反驳吗？为什么？下面我们来分析教授的话，“孝是私德，能不能当公务员应当衡量公

德”，这是教授在陈述自己的观点。“不能以私德冲淡公德”，律师的话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表

达。“我是孝子，但是我不具备当公务员的素质”，教授反驳的是孝子不是当公务员的充分条

件，而律师表达的而是必要条件。“按照你的说法孔繁森就不能当公务员了？”律师的话中根

本没有这个意思，而且教授的这段话中有一个假设那就是孔繁森不是孝子，而这个假设是不

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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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科大哲学系陈刚教授报告：《批判性思维：一种创新导向的思维》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刚 报告—— 

批判性思维：一种创新导向的思维 

非常高兴来和大家分享一点关于这门课的教学体会。我要强调的是，批判性思维这门

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效果，它能培养我们本科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这对于我们创建世

界一流大学，树立一流的本科教学非常有帮助。我们知道，在我们学校，从校长到各个领

导都在强调要实现“一流的本科，一流的教学”，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教学理念。所以我们

很快就会问：“到底是中国的一流，还是世界的一流？”如果说是中国的一流，那么我们的

目标就太低了，说世界一流的话似乎又太夸张了。但是我的理解是：无论我们的目标是中

国一流还是世界一流，我们在努力的时候一定要以世界一流为目标。所以说，我们要找出

我们的本科教学与世界一流的本科教学的区别在哪里，差距在哪里。通过学习并实践世界

一流的本科教学，使我们本科教学水平越来越往前跑。 

下面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世界一流的本科教学？我不是一个专业搞教育的人，我没有

太多的理论知识。但是我有一些实际的体验。根据我的亲身体验，在英国的牛津剑桥，他

们的那种教育模式就是导师制，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我在 1990 年到 91 年的时候曾经在

那里读过一个硕士，所以说就对这个东西有一些比较亲身的体验。我的看法是，他们一般

是，像他们的硕士研究生的话，在系里面有一个 Supervisor，然后在学院里面还有一个

tutor。我们和 Supervisor 打交道比较多，tutor 主要管生活方面的，而本科生呢，主要

是在学院里面有个 tutor，tutor管得非常多，从学习到生活都要管。 

他们这种效果呢，现在那个牛津剑桥在外面主要的评价一点的话，就是说他们大学本

科生毕业生基本上达到了美国最好的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的水平，这是他们的一个普遍的评

价。后来别人找原因，实际上这个导师制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实际上这个导师制在三十

年代，我们中国就已经是非常清楚了，通过钱钟书的一部小说，里面提到“兄弟最近到英

国去考察导师制„„”，但是这个导师制到现在不管是在中国甚至在美国并不流行性，我在

2008 年的时候我在美国就见到了我在英国读书时的一个院长。当时我就说：“为什么这么

好的一个东西在世界上并不流行。”他的回答非常简单“It means a lot work”，就是说老

师的负担太重，所以说只有在那种师生比比较好的学校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在这种师

生比较差的学校很难实现这一点，所以说它实际上是一种研究生的教育模式。当然在我们

中国，这种研究生的教学模式也没有实现这一点，我们的那种老师和学生的互动还是太少。

不过在别的方面，我们有一些，比如说中国的本科毕业论文，也许比较好的老师会给学生

很多的指导。在美国，他们是通过什么呢？他们是通过那种答疑时间，教师每上一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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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有固定的时间来回答学生的问题，但是这两种做法，离英国的导师制恐怕差别还是比

较远。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模式，就是美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他们更强调的是一种讨论

式的模式和一种互动式的模式。在2008年到2009年，我到加尔文学院去做了一年的fellow，

顺便我听了他们的几门本科课。这个学院是美国的一个典型的博雅教育学院，我们知道，

在美国的大学排名中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学校，但是美国有一批那种专门主攻本科教学的学

校，他们的本科教育质量非常之高，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文理精英学院。他们的学费也是非

常之贵，他们非常重视本科生的教学，比如说他们专门为本科生设立了一个天文台，而且

不光在本校有，他们在 Arizona 有一个分部，用电脑远程控制，因为那个地方天气比较好。

他们在学校本部通过控制望远镜来进行很多的科学研究。当时我就发现，该校在本科教育

上投入了很多的资源，最后他们的产出也非常好，他们的毕业生有很多到那种最著名的学

校去读研究生，甚至毕业后当老师的也很多，他们出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他们哲学

系我就知道有三位成为了美国哲学协会的主席，还有很多在那种比较名牌的大学教书，他

们的本科教学质量比旁边的那个 Michigan State明显要高一截，所以说这就是我所理解的

那种一流的本科。 

从哲学系来看的话，他们普遍采用那种讨论教学的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就是课前学生

大量阅读，课堂以讨论为主。我觉得他们这一点非常好。在那里读书，学生很累，上课以

前要读大量的书，然后上课的时候，时间不是主要来听老师的讲授，而是来讨论问题，有

时候那个讨论比较幼稚，但是他能够把它转化为他自己的知识。所以我回来后，就想试一

下，我们如何来搞这种讨论式的，这种互动式的教学。我的体验是：有的课程比较适合与

互动式的教学，这个批判性思维就是最适合的。还有一些很不适合的，比如说我们讲科学

技术史，那个就不太适合搞那种互动式、讨论式的教学，当然也可以搞少量的，我也在尽

量地采用。还有大量的课程处于中间状态。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引入，主要是因为董毓博士，

他对母校很有感情，想回母校做一点贡献，就推荐了这一门课。我以前也非常看不上这一

门课，我特别不感兴趣。后来我听董毓上了两节课以后，我才发现，这门课的确是好。我

今天非常高兴，中国政法大学这门课也上得非常成功。我过去认为别的学校主要采用的是

传统教学模式，看样子也不全是这样。董毓上课的主要特点是：他真正实现了以学生为主

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真正开口，发掘学生的潜力，小组讨论非常活跃，也非常有成就。所

以我想说，这一门课，只有用案例教学，用一种讨论互动式的教学，可能才能真正达到它

的效果。 

设立这个课程的最初目标是为了改观国人那种含混、笼统的思维模式，可以说这种思

维模式就是我们犯政治错误的根源和社会发展的障碍。对于形成一种稳健的公民社会，这

门课程的普遍意义是非常大的。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能力。关于第一点，我相信应该简单发挥一下。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很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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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我们新一届政府，刚一上台，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要搞可持续

发展。但是 5 年过去了，我发现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政策本身是非常好的，但

是你没有把它具体化，具体措施没有跟上来，那你就是满足于一个很抽象的口号，即使是

好的政策，它也会经常失败。所以我们需要那种扎实的、具体化的、严密的思维方式，也

就是比较稳健的思维方式，比较实证的那种思维方式。 

关于培养创新思维，我的基本看法是：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创新导向的思维，我们也可

以说它是创新性思维的前提，或者说它就是一种创新思维。为什么说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创

新思维？下面我们来论证一下。创新思维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学与思的关系。

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的孔夫子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也讲得非常精彩，“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其实这个创新在我看来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先学而后思，一种是先思而后学。

这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大多数人所采用的模式，也就是说你先去学，学了以后再反思有哪

些东西不对，然后提出一个更好地东西。先思后学的话，只有天才才能使用这种方法，一

般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或许还存在一种模式，那就是先学一点点，再来思考，然后再进一

步学习，这是两种模式的综合。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学与思是交替的过程，先学，再思

考，有了思考的结果后，再来继续学习。学思交替过程需要你找出前人的思想体系，或者

是一个机械系统，或者是一个电子系统，它们中间有什么逻辑结构问题？我们在构造新体

系的时候，怎样才能使结构和逻辑更加严密？这两者都是批判性思维要训练的能力。 

创新有两种思维模式，一种是收敛式的，一种是发散式的。批判性思维首先是一种收

敛式的，因为它强调思维和推理，构建论证的逻辑严密性。对于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课

程也有所训练，当你发现现有方案不好时，怎样提出替代性方案，保证比原来的更好，逻

辑上更严密，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可以通过批判性思维课程得到训练。学习和创新都需要批

判性的眼光和态度，批判性思维可以避免盲目地权威崇拜以及被动接受的学习模式。还有

其他老师也提到，批判性思维也是一种质疑能力的培养。去年根叔在开学典礼时讲到的一

个主题是学会质疑，但是质疑怎么提高呢？关键是会质疑，学习质疑，而不能乱质疑。通

过批判性思维的学习，可以让质疑能力得到培养。 

刚刚有老师也提出，我们为什么不学逻辑，好像批判性思维很多东西都是早就我们都

知道的东西，为什么要当作一门课程来学？我们可以这样回答，美国的高等教育在 60年代

就出现一个非形式化运动，它针对什么？在以前大家认为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是通过形式逻

辑来培养，但后来发现这个方法非常失败。原因可能有多方面的，我们逻辑与现实生活离

得比较远。比如说，所有人都是要死的，柏拉图是个人，所以他也是要死的。生活中这种

推理用得很少。你学了形式逻辑后，很多学生考试考得很好，但在没有应用到生活中，并

且也没有把它当作是一种习惯，这中间有很长的过程。很多老师和学生也认为，真正要学

会批判性思维，恐怕也不是只上一门课就能培养得到，要逐渐将这些好的东西转化为行为

和习惯。所以，他们提出了非形式化运动，用批判性思维来取得形式逻辑，训练学生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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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能力，并且提倡在专业课程以及在教育全过程中贯穿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他们的目标变

得非常大了，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看作是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所以，这就是为

什么在 GRE 考试中有分析能力的培养，他们把它当作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知道，GRE 考试

的语言部分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是很难的，数学很简单，分析能力看作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批判性思维反对权威的教育模式，避免盲从，不仅要把挑别人的错，还要把批判的矛

头指向你自己。如何提出高质量的、建设性的替代方案——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跟学生说，

你最好把批判性思维用到你自己头上，这样效益是最高。你在发表一个理论以前先把它构

造好。你不要抛出一个理论，别人马上说你是错的，别人很快受你的启发，拿出一个更好

的方案，把你的东西很快推到旁边去了。所以说，方案不成熟，不要随便抛出去，最好先

保密，做到完美以后再发表。 

如何提出高质量的替代方案，实际上就是要形成一种多样化的研究方式，而且我觉得

多样化是创新的先决条件，是创新的源泉，我们的创新能力不如外国人，这是一个重要原

因。我们中国人在各个方面都太单一了，缺乏多样化。就生活上来说，外国人比较多样化。

当然，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做到多样化，补充我们的创新能力。 

我们的教学基本上是案例教学，也有一定的课堂讲授，大概占 40%，我们主要是以实

际案例为主。课堂的规模最好不要太大，太大不好互动，20人是最合适。之前我上的班是

50 人左右，我想了一些办法：座位固定，每个人前面放一个名牌，学生分为 6个组，每次

作业小组讨论，讨论完小组派代表发言。当然，别的小组可以随后抢答和补充。最好有一

个助教，记录学生发言。我个人也有一个印象，知道哪些人发言比较多，而且质量高。还

有就是，教师要克制抛出“正确答案”的冲动。把时间留给学生，课堂以学生为主，适当

给予启发和鼓励，让学生找出答案，时常宣称“没有标准答案”，鼓励学生说出不同观点，

提出替代方案。结果往往会大大超出教师的意料，学生提出的答案非常多样化，有些答案

比老师备课时准备的答案还要优越。平时发言由助教计分，期末考试以小组讨论、小组论

文为主。期末考试主要有两道题目，一道是 GRE 题目，学生有兴趣；另一道就是分析新闻

热点。我们以小组的表现作为基础分，再加上大家得的平时表现。学生总地来说很活跃，

学生由开始的矜持，很快进入角色，思路打开，讨论热烈，同时感觉到思维严谨和思维活

跃的乐趣。 

中国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满堂灌”仍然是普遍现象，其根源在于我们的教学理念过

分强调权威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多样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培养。

教学成了一个单向被动的过程。但是怎样在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其实我有时觉得，让

学生发言感觉很痛心，学生讲得肯定没有老师讲得好，把时间都给他们我有时觉得太可惜

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老师讲的东西，学生到底接受了多少？学生讲的东西虽然丢三落

四的，但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他们可以百分之百地接受，所以说让学生讲还是有合

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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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学生的反馈意见，对我们老师理解教学很有帮助，学生认识很深刻。 

下面是学生对于课程的反馈意见： 

student 1: 

这门课程对我的思维方式的改进和对世界的认识起到不小的作用。 

批判性思维能够促进我们更好地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批判性思维并不是批判式思

维（即带着打倒的意愿的），它通过对命题的更深层次的逻辑分析，发现命题更丰富的内涵。 

批判性思维能帮助我们打破一些惯性的认识，发掘新的结论。 

student 2: 

虽然这么课程只有短短的 10天，但是它确实让我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有了很大的转变。 

原以为“批判性思维”就是以怀疑的观点审视事物，绝不盲目轻信，随时准备发现缺

点，发起批判。然而，随着课程的深入。我却发现批判性思维的内涵远不只如此而已。 

创造性地提出自己具有建设性的观点。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上的重大进展，

几乎都是批判性思维的结果。 

student 3: 

这门课主要的教学形式是以学生为主，提倡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门课最难能可贵的是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上面主动积

极地思考问题。 

student 4: 

批判性思维强调的是思维的批判性。如果一个人只是不断地被动接收各种思想而没有

提出自己的思想，想来是件多么悲哀的事情，他会永远被别人牵着鼻子，成为一具思想空

壳。 

批判性思维不仅课程设置很新颖，在内容和教学方面都很有创新性，培养了我们专业

课上学不来的思维能力。 

student 5: 

批判性思维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记忆的过程，还需要对灌输给你的

知识进行分析和理解，批判和评价，以求达到最理性的结果。 

它会告诫我在从事研究工作时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而非盲目依赖书本，它还会指导

我怎样使自己的观点缜密有力。 

student 6: 

看看科学史上的例子，我们就知道科学成就都是那些能够批判性的吸收前人成就，并

自己认真研究敢于提出改进或异议的学者做出的。只有质疑才能加深理解，也只有质疑才

能催生创造。 

studen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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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是一种理性分析的习惯，一种冷静思考的气质，学习这门课令我受

益终生。 

student 8: 

批判性的思维在解放思想和探寻真理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student 9: 

这门课教给我们的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从头到尾，老师都是引领我

们思考，而不是把答案告诉我们。非专业课程中最成功的一门课，确实让我学到很多。 

student 10: 

钱老的那个“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世纪之问犹言在耳。无疑，培养批判性思维是创

新的前提。我国学生在批判性思维上的普遍缺失源于学校教育对批判性思维的不重视。“填

鸭式”、教育、应试教育、“唯一标准答案”都是对批判性思维无情的秒杀，是时候改变这

一切了。 

 

这门课只上了两次，还需要在进一步的教学中继续总结经验，我们还可以在更广的范

围开展。根据学生提的建议，可以打算多提供一些科学技术上的实际案例。怎样将批判性

思维贯彻到其它的课程中去，需要进一步地探索。 

 

 

4.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谷振诣教授报告：《批判性思维与思维基本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谷振诣 报告—— 

批判性思维与思维基本功 

老师同学们下午好！ 

感谢这次研讨会给我一个这么珍贵的学习交流的机会。 

我怀着学习的态度来参加这次研讨会，此行我达到了目的。David Hitchcock教授今

天上午讲得特别好，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批判性思维概念。作为老师，想研

究一门学问并进行教学，一定要先把概念弄清楚。我们中国人有个缺陷：做学问不清晰，

基本概念不明确。这是不行的；第二个问题，David Hitchcock教授在把各个专家对批判

性思维的看法讲完了之后，仔细辨析了他们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点，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第三个问题，David Hitchcock教授给没有一定之规的批判性思维的课程提供了三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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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当我们研究批判性思维的时候，它的三种模式中的目标和原则是不能动的，至于案

例怎么选择，怎么构造，可以因人而异。我觉得这些思想可以作为纲领来帮助我们。 

特别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办这个研讨会，尤其是后面持续两周的观摩课，是真正的能够

推动批判性思维的教育的一种形式。实际课程的做法比理论上的争论更加有意义。 

接下来我也要想讲两个层面的东西，第一是学习的心得体会；第二推动和发展批判性

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那么批判性思维，刚刚陈老师讲了它和创造性的关系，但是我想

讲另一段，就是和人的思维基本功。这两方面是不冲突的，如果你的体能不行，你的基本

功不行，你如何拿围棋的世界冠军？更别谈创新了。我想说的是这两方面是相关联的。所

以我对这个题目展开讨论，那么我目前的做法，不管涉及课程，还是作为研究，是以恩尼

斯这个定义为基准展开的。 

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批判。我不想从辞源这个角度上讲知识，我们可以直接思考日

常我们使用批判这个词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我觉得有三件事，第一，批判得有个对象，

如批判谁，批判什么；第二。我们得有个标准，不管是批判、批评还是评价，都会预设一

个或多个标准，这个标准有时候是摆在桌面的，有的时候是潜在的。比如在你脑子里，你

说某个女同学特美，是在座的同学里面最美的一个女生。那你评价她美丽肯定预设了一个

评价美的标准。所有的批判都预设标准。第三，批判总是有目的的，我们总不能批判者玩

吧。我们将这三个标准作为基本要素。如果批判某个对象，我们要求，首先要公正，准确，

透彻，并且你必须要先理解它。比如我给你一篇文章，你都没看懂，没理解透彻，结论是

什么，知识结构的理由有几个，理由对主张的结论的支持强度怎么样，这些你都没理解，

那你就没批判的资格。所以批判性思维第一考验的是你的理解力，清晰的，透彻的，准确

的理解能力。假如我们对这个对象理解透彻了，接着在进行批判的时候，实际上有两类标

准：一类我把它叫做立场性的标准，一类叫做中立的标准。那么我们批判性思维坚持的是

在理解的时候要坚持一个宽容原则，也就是以合理性的最大限度理解所批判的对象。接着

就是中立原则，这个是批判性思维所主张的。接着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坚持这两个原则。

其实就是为了得出好的判断。基于中立的准则在清楚准确的前提下进行评估，那才真正能

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到现在为止，基于我的经验，很多老师和学生就不知道什么是

好论文。你把北大的，人大的，包括我们华科的，启明学院的，文科的学士论文拿来，跟

据国外研究谬误的专家的说法进行细分，论证中的谬误就有二百多种，最常见的有 32到

36 种，那我就用这 32到 36 种作为评价论文的标准，有一个谬误减 5分，那么被老师评为

90 分以上的那些毕业论文，我有把握百分之六十以上都不及格。这就是你的思维基本功。

直面现实，在英文的材料和论文里，你想以这些谬误来对论文减分，很难。而我们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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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好的判断非常重要。我们要想写出好的论文，首先得知道什么样的论文是真正的好的

论文，不知道你就像瞎猫撞死耗子，如果你天生素质高一点文章可能还不错，如果素质不

高那就难说了，所以这个我也不细讲了。所以说，批判至少要了解这三个要素，为什么要

批判，为了得出好的判断而批判；依据什么去批判，依据中立的标准去批判，无争议的，

中立的标准；你有什么资格去批判啊，你一定要把那些东西理解透彻了，否则就不要轻易

的去批判。 

接着我们看看思维，当我们使用批判的时候，它就意味着预设，当我们一谈批判这两

字的时候，就预设它是一种思维活动。这个批判总是指人与人之间思维活动，它是一种离

开思维和语言就没法存在的行为，所以批判和思维是有关联的。思维可以确实分为两个层

面，一个就是自然的思维；还有一个就是反思。当然我首先要声明这个自然思维和反思在

活动中是互动的不分彼此的，但是我们将其作为理论的研究时可以做适当的区分，哲学书

上我们把对思考的再思考，思想自我的思想都叫反思。总之我们说，思维是两个层次，在

这里我想强调一下，要想了解什么是反省思维，大家可以看看我的一个习作，这个文集里

正好有。我只想强调一点，反思能力强的人是真正聪明的人，是真正富有创造力的人，这

个大概是我特别认同的一个结论。我们下棋要想提高棋艺，你要不断的复盘，这样你的棋

艺才能迅速提高。我以前跟一个八九岁的小孩下围棋，刚开始我还让他四个子，后来他在

职业队经常复盘经常训练，没两年，他让我四个子我都下不过他了。其实很多下棋的秘诀，

比如“金角银边草包肚”这些经验都是在复盘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琢磨怎么下才容易赢，

通过反思才能琢磨出来。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通过反思失败的原因它才能够成为成功之

母，不反思，失败只会是进一步失败的阶梯。所以我觉得批判是一种思维活动，而且是一

种反省式的思维活动，一种复盘式的思维活动，练这个思维，人会变得聪明。我们把刚才

这些观点，和恩尼斯这个定义结合起来，就是说的 critical这个词。这是希腊文，和两个

词有关，一个是理解某物的意义，就是我们说的宽容原则，透彻的理解力；接着就是有能

力做出分析和判断，这个分析就是一种理解。在分析基础上，判断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足

球裁判懂得踢球规则，经过判断观察到的行为迅速给犯规的队员亮一张黄牌，这就叫判断。

观察、分析、判断，用得好是很难的，可以说是艺术。踢球规则我半小时就能教会你，但

你拿着哨子在西班牙的甲级联赛上吹一吹，不到十分钟观众就会把你吃了，你以为这玩意

不是学问呐！大学问！接着就是标准，准确的掌握标准，然后恰当的应用标准，这个就是

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总之我所理解的批判性思维有三个内容，一个是态度和精神，独立的

思考精神，严谨审慎的思考态度，这点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种态度和精神，你就没有使

用技术和方法的强烈的愿望和意志。我教你方法你也不会练。比如我教你羽毛球走米字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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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能打赢林丹，如果你没有这种态度和愿望，就算教会你了你都不去打。接着呢，有了

态度和精神你再去追求我怎么使用这个方法去赢，才能使用评估论证这个技术方法锻炼你

的技能。慢慢的一旦你使用的某种方法有效果了，你就会不断地用它，时间长了就会形成

习惯。我们的思维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是自动化的，在自动化的过程中养成好的习

惯特别重要！所以，开车好的教练，他在开始的时候会纠正学员的一些偏差的动作，免得

他们养成坏习惯，将来到大街上出问题。所以这个思维品质习惯，态度和精神，技术和方

法，品质和习惯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我理解的。好了，就是我的这个学习体会跟大家交流，

绝不敢称什么讲。 

下面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如何让大家感觉到这个批判性思维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先看看自己的思维现状，这个也许有用。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只有在生病之后，才懂得

医术的价值。然后我们看看大学教材。什么是写作思维动力？定义说写作思维动力其实就

是写作动力。那我要问这个定义有意义么？再看看中学语文教师指什么——定义说中学教

师它主要包含 2个方面含义。可是两个方面的含义却没有写。这还是人大出版社的啊！面

向 21世纪的教材„„还有很多例子，什么前言不搭后语的，什么例子毫无意义的，还有些

只会忽悠而没有核心思想的。展示这些现象，会让我们深刻感觉到思维状况堪忧吧。这样

也好，可以促使我们去学习。现在有很多方便的信息途径来让我们锻炼自己的思维。 

国内由于有传统文化的影响，礼貌的礼大于道理的理。你琢磨琢磨，这个公理的理和

礼貌的礼，这 2个“li”，一旦撞车，道理的理要向礼貌的礼让路，今天也是这样。比如我

要给我爹讲理，我得先把他当爹，也就是“礼”，之后才能给他讲道理，如果你上来就给你

爹讲道理，那估计什么都讲不了了。跟妻子讲道理，也得先讲礼貌，讲情感。都调节好了，

你才能跟她商量事儿，那就是讲理。所以这种文化环境下，我们更需要这种训练，教育。

我们目前还缺什么，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大家目前还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说到底，进行批判性思维的教育我们还需要努力。教好这个课程需要打好三个基础：

第一是选择和编辑合适的教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创意和效果的课堂教学，也就是一

线教学，如何选择讨论的话题，如何组织学生有影响的讨论；最后就是测试。我们可以采

取比赛出题的方式，你出一套，我出一套。相互测一测。 

希望华中科技大学要带这个头，推动这个三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就是教材建设，一线

教学，测试。多干点正事，真正推动批判性思维这么课程的发展。 

占用了很多时间。谢谢大家！ 

 

问：批判性思维的学习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但就像 DDT，我们当时也没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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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它会给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所以，我希望您就自己的经验谈一下批判性思维的学

习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负面影响和限制。 

答：我们需要正确的使用批判性思维。首先你要掌握批判性思维的基本概念，就是你

要懂它，用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进行思维的训练。指导日常生活，它没有副作用。 

问：站在我充分理解它，并能认识它的情况下，但是每件事情不可能完全是好的，就

像当年我们觉得 DDT 是个很好的发明，当年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塑料袋的发明对环境会造成

不可逆转的破坏。 

答：不是啊，批判性思维它不是一种主张。 

问：我知道是一种思维。 

答：不是，它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说它告诉你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

评估好坏，去判断。它没有提出任何主张。结合任何一门课的研究性教学，都可以施展批

判性思维的方式，方法。但是它也不给你提具体主张，它给你用物之理的准则，透彻理解

对象的前提下，进行评估。然后慎重的做出好坏的判断。至于你判断哪个好，哪个坏，它

不给你下结论的。所以呢，只要你把握的恰当，准确，你去应用它。没有坏处。 

问：所以它对各种能力，各种思维都没有限制，而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好的方法吗？ 

答：没有，没有。它是一种训练方法，一种思维方式。你听明白了吗？不是一种具体

观点。放之四海而皆准，什么观点也没有。比如说两个人要谈恋爱的话，用什么批判性思

维啊？估计早把批判性思维扔脑门后了。我们没必要所有地方用批判性思维，没有意义。 
 

 

二、 前会员报名情况 

 

单位 姓名职称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 高萍副教授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 柳海涛讲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邵强进副教授 

广东嘉应学院 高旭讲师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陈艳波讲师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 肖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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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 

国家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基地主任 
欧阳康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韩兰胜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 
余东升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 刘玉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吴洁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阮晓琴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与计算中心 黄晓涛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陈刚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朱茜讲师 

加拿大麦克马斯大特学哲学系 董毓博士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哲学系 David Hitchchock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胡燕中级主任 

南开大学 王一普教授 

南开大学 李蜜讲师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邱琳讲师 

汕头大学文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郭伟文副教授 

同济大学 杜严勇讲师 

武汉理工大学 张家明副教授 

厦门大学哲学系 黄朝阳副教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谷振诣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王建芳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朱素梅副教授 
 

 

希望有志于从事这项事业的同仁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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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策。请愿意参加或推荐他人参加者填写下表

并寄至筹委会邮箱： hustqiming@gmail.com 

mailto:hustqim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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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维性与创新教育》研究会（筹）入会意向表（自荐或他荐） 

单位  所在省市  

联系人  性别  职称/职务  

电话  E-mail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讲授课程  

意见建议  

三、 下期预告 

 余东升（HUST 人文素质教育基地主任）报告：《关于启明学院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

水平的测量报告》 

 欧阳康书记总结发言 

 批判性思维示范课程教师反馈 

 批判性思维示范课程学生反馈 

四、 读者来信 

1)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会（筹）： 

        关于研讨会和教学示范课两部分，我们制作出了相关的教学光盘，售价是 380 元一

套（含研讨会实况录像以及 David教授英文大课教学和董毓博士中文小班教学），全程记

录了教学过程中的情景，比较有参考价值。 

如果您需要提供教学光盘，请邮件至筹委会邮箱： hustqiming@gmail.com，提供您

的详细信息，我们会将光盘与正式发票一并邮寄给您。 

 

mailto:hustqim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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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哲学系 David Hitchcock教授： 

        康纳尔批判性思维的手册（Cornell Critical Thinking Tests）已经由原来的第三版更

新为第五版，信息较原来的版本更多，感兴趣的同仁们可以购置一本。 

 

3) 南开大学李密老师： 

希望研究会能在推动批判性思维教学方面充分发挥核心力量，促进国内各地区、学

科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学习，给勇于创新和大胆实践者以全力支持，使研究会日益蓬

勃壮大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新生力量之翘楚。 

 

4) 中国亲年政治学院中文系谷振诣教授： 

坚持不懈，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发展壮大！ 

 

5) 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与计算中心黄晓涛副教授： 

希望能介绍一些如何把批判性思维与专业课程结合方法和思考。 

 

6) 华中科技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吴洁副教授： 

希望有更多将批判性思维融入到其他课程中的探索，使学生受益面更大。 

 

7)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邵强进副教授： 

逻辑学人，注重基础，团结务实，传承文明。 

 

8) 武汉理工大学张家明副教授： 

希望批判性思维研究会能够以各种形式多开展学术交流、研讨活动。 

 

9)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高萍副教授： 

希望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会逃离行政化藩篱，真正进入批判研究的学术角色。

组织全国的志同道合者，集中力量议题立项。可从高校问题切入：如“去行政化”、“犬

儒”、“橡皮人”等。 

 

尊敬的读者，如果您对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会有新的想法或者想与其他读者共同讨

论的话题，请邮件至 

研究会邮箱：ppxswyjh@gmail.com  或者筹委会邮箱：hustqiming@gmail.com 

感谢您的参与。 

mailto:ppxswyjh@gmail.com
mailto:hustqim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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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征稿启事 

征稿启事 

亲爱的读者：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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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会”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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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向我们投稿。 

来稿请寄至筹委会邮箱：hustqiming@gmail.com。 

我们从事的是一项极有意义、开创性的工作，“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

会”将是推进这个事业发展的有力工具。我们期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它

能迅速成长，兴旺。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会（筹） 

2011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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