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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简讯】 
 

批判性思维研讨会暨上海市逻辑学会2014年会综述 
 

上海市逻辑学会 

 
 

2014 年 11 月 1 日，批判性思维研讨会暨上海市逻辑学会 2014 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召开。

会议由上海市逻辑学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旨在探讨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学的理论与

方法，推进批判性思维教学。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外贸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单位的近 40 位学者和研究生参加

了会议。会议由上海市逻辑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黄伟力教授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逻辑学会会长冯棉作了学会工作报告，从开展学术活动、广纳会员、

增进逻辑学界交流、规范管理、健全理事会工作制度等方面汇报了 2014 年度学会的工作情况。复旦大学

副教授、上海市逻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邵强进作了学会财务报告。 

 
批判性思维研讨会暨上海市逻辑学会 2014 年会合影 

  
会议研讨一                                         会议研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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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以批判性思维的理论与教学为主题安排了三个学术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晋荣东教授作了题为“关于批判性思维理论与教学的几点思考”的报告。就批判性思维

定义的多样化问题，报告采用了德尔菲的定义：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有目的、自我校准的判断力。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批判性思维的理论与教学。第一，在 skills 与 dispositions 方面，批判性思维

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二，在逻辑与非逻辑方面，指出批判性思维所要求的思维习性和情感特质已超出了逻

辑的范围；第三，在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方面，指出批判性思维旨在对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情境

进行解释、分析、评估、推断和说明，此时形式逻辑所提供的方法与规则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第四，

在规则与判断力方面，关于批判性思维表现为一套规则体系还是最终由个体的判断力决定，报告认为学者

们各有偏重。晋荣东教授最后指出，关于批判性思维的理论与教学的诸多问题，现阶段都尚未达成共识，

处于多元探索与实践的阶段。 

 
晋荣东教授作学术报告 

复旦大学陈伟副教授作了题为“批判性思维课程的认知和建构”的报告。报告首先介绍了国内批判性

思维教学的轮廓：我国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学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紧接着从认知角度来讲批判性思维

的课程性质，指出批判性思维课程与其他课程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

探讨了四种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学的架构体系，主要表现为：强调批判性思维逻辑视角的传统逻辑的改进；

强调论证型式的以非形式逻辑为主体内容；强调日常运用的认知视角；强调理性分析和技能标准化的国外

教材，并就这四种架构体系引发的批判性思维是否是科学、批判性思维本身需要哪些基础知识作为根基等

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报告最后详细介绍了复旦大学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实践与探索之路。 

 

陈伟副教授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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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崔映宇副教授作了题为“高等院校非文科专业批判性思维渗透式教学的思考”的报告。报告

中采用了恩尼斯的定义：批判性思维是合理的、反思的思维，其目的在于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此定义

强调批判性思维的反思性、正当性、真实性、对话性、创造性等特性，进而将这些特性运用到课堂教学中，

采用以理解学习主题、设计合适问题为起点的符合批判性思维的整体式教学方法来消除填鸭式、满堂灌的

教学现状。报告详细介绍了医学专业渗透式批判性思维教学实践，首先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调查适

当安排课程教学形式，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反馈并调整课程安排。根据自身实践，谈了几点体会：中学教育

模式的影响根深蒂固，推行批判性思维显性教学不易，其难点在于如何将批判性思维培养和专业知识传授

巧妙结合起来。 

 
崔映宇副教授作学术报告 

三位学者均结合自身教学经验，运用案例生动形象地陈述了他们的观点，使参会人员对这一新型课程

教学有了充分认识并引发了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华东师范大学2012级逻辑学硕士生田莉莉撰稿） 

 
 

【思想论坛】 
 
    【编者按】2014年11月1日，批判性思维研讨会暨上海市逻辑学会2014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

召开（会议综述见本期“活动简讯”栏目）。会议结束后，为配合本期《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的

出版发行，编委会特向上海市逻辑学界征稿，得到积极响应。现将征集到的五篇文章集中刊出，以飨读者，

并期待获得全国各地同行的关注与批评，共同推进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批判性思维”究竟是一门什么课程？ 
 

陈  伟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mail: greatchen@126.com 
 
 

内容提要：“批判性思维”是一门全新的课程，它是把逻辑学的教学从语法学和语义学转向了语用学。

mailto:greatche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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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课程既不是数学逻辑，也不是逻辑学导论，它是一门以论证为中心，融合认识论、认知科学和

修辞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旨在培养分析习性和创新精神的课程。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课程  数学逻辑  逻辑学导论  论证  创新 
 
    对于任何一门课程而言，只有探究它的元问题，才可能建设好它。作为一门新课程，“批判性思维”

自不例外。1

“批判性思维”正在中国大陆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不仅大学在教，而且有一些中小学也已经在尝试

着开设类似的课程，可谓是一派欣欣向荣之势。这一局面不谓不好，至少反应了国内教育界急迫的转向心

情，期望从教师主体型向学生主体型转变，从书本知识型向思维能力型转变，从求同理解型向批判创新型

转变。但是，对于哲学工作者而言，紧要的不是实践问题，而是对实践背后所存在的元问题的探究。就批

判性思维课程而言，一个迫切而紧要的任务就是深入探究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元问题：批判性思维究竟应该

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只有在思想上探究清楚批判性思维课程本身的问题，才可能真正建设好批判性思维

课程。 

 

本文围绕批判性思维课程，着力谈两个问题：它是什么，它不是什么，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和仍待解

决的问题。为了理解的便利，或者说，上来先谈它是什么，从读者角度而言就有先入之见的嫌疑，因此，

本文先探究批判性思维课程不是什么，再进一步谈它是什么，这本身也是一种常用的科学探究方法。 
 

1. 批判性思维课程不是什么？ 
目前，我国对大学生开设的逻辑类或者说涵盖在逻辑学科下的通识课程，大体上包括三类课程 2

1.1 批判性思维课程不是数学逻辑 

：逻

辑学导论、数学逻辑（mathematical logic）、批判性思维。前些年，国内高校纷纷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时，

在学界引发了许多争论，围绕“批判性思维究竟是不是逻辑？”、“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开设有无必要？”等

主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从表面上看，这是关于批判性思维课程性质的争论；究其实质，这涉及到一个深

层次的问题：如何看待纯粹（形式）逻辑与应用逻辑（以及逻辑应用）、逻辑教育教学与逻辑学术研究等

观念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些问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逻辑学立场，它们距离本文的主题稍微远了一些。限

于篇幅，我们先对“批判性思维”不是什么样的课程，做一个排他性分析。 

    能否把数学逻辑自然地转换成批判性思维课程，或者说，能否把批判性思维课程看成是数学逻辑的改

讲版，这是一个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引发批判性思维课程出现的经典故事。美国逻辑学家卡哈尼（Howard 

Kahane）在其代表作《逻辑与当代修辞学：理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3

                                                        
1 本文中使用双引号的批判性思维一词（即“批判性思维”）表示批判性思维课程，有时也直接写成批判性思维课程。这两

个语词表达方式的所指相同，出现差异仅仅是作者的一种措词习惯。 

 的“前言”中曾这样叙述：“今

天的学生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中那么多人认为逻辑学导论课程不合胃口的原因所

在。在几年前的一次课上，正当我要复习那些（对我而言）令人着迷的、精巧的谓词逻辑的量化规则时，

一个学生以一种颇为反感的口气问我，他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所学的这些东西与约翰逊总统有关使越

南战争升级的决定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我咕哝了一些约翰逊不合逻辑之类的话，然后说逻辑学导论并不

是处理这类问题的课程。他又问什么样的课程处理这一类问题，我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我还不知道有这样

的课程。他所需要的东西正是今天大多数学生所需要的，即一门与日常推理有关的课程、一门与他们所听

到和读到的关于种族、污染、贫穷、性、核战争、人口爆炸以及人类在 20 世纪后半叶所面临的所有其他

问题的论证有关的课程。”在 20世纪中叶以前，大学课堂上并没有这样的专门课程。为了“回应现实的需

2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类课程往往有不同的名字。例如，逻辑学导论课程在不同大学甚至同一所大学的不同时期往往都有

不同的课程名称（具体名称不再列举），它们在内容和着力点上虽有一些差异，但基本上大同小异，因此，它们实际上都是

逻辑学导论课程。 
3 Howard Kahane: Logic and Contemporary Rhetoric: The Use of Reason in Everyday Life,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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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后出现的批判性思维课程承担了这样的使命，旨在处理日常论证所具有的普遍性问题。 

很显然，数学逻辑（也被称为数理逻辑、现代逻辑等）不是这样的课程，数学逻辑有自己的特定主题

和方法，它处理的是数学基础问题或者说是数学哲学的问题，它不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论证的合理性问题；

数学逻辑使用的是形式化方法，因为自然语言的模糊性而创立了它自己的人工语言。如果硬要数学逻辑发

挥评估日常论证的作用，则是找错了对象。4

1.2 批判性思维课程不是逻辑学导论 

 数学逻辑有自己的特定使命和重要价值，但是，不能把数学

逻辑当成万能钥匙。因此，如果把批判性思维课程（或者教材）设计成数学逻辑的内容，则既是对数学逻

辑的不尊重，也是对批判性思维课程的不理解。至于说，能否把数学逻辑的有关知识作为批判性思维的教

学材料（发挥案例的作用），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如我们可以运用任何其他学科的有关知识作为批判

性思维课程的教学材料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如果说以数学逻辑内容为主体来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还是一个不常见的现象，那么以逻辑学导论内容

为主体来讲授批判性思维则是一个不少见的现象。甚至，有人自觉地把批判性思维课程看成了逻辑学导论

的“升级版”，认为只要注意在课堂内外多一些批判性思维的训练（试题和讨论），讲授逻辑学导论内容就

可以一举两得，既传授了逻辑学的传统知识，又训练了批判性思维能力。 
无疑地，这一观点对于讲授者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原因可能主要有二：一来是课程转化起来比较便

利，多年的教学经验使讲授者在熟悉逻辑学导论的基本知识这一前提下，比较容易扩展出去，同时又形成

一种反思性教学；二来是冠以批判性思维的名字，迎合了课程改革的名头。其实，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或错

误。这样的逻辑学导论升级版其实仍是逻辑学导论课程，不过是更换了或者说是改进了教学方法。如果这

样做就是在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的话，那么物理学导论的批判性教学法是不是也是在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

呢？当然不是！那充其量是在讲授某一课程时运用了批判性思维，是批判性思维的运用，不是在讲授批判

性思维课程。在这里，不是要否定逻辑学导论的重要性。逻辑学导论作为逻辑学入门课程，讲授最基本最

经典的逻辑学知识、原理、思想和方法，它是开启逻辑学之门的钥匙，它的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不容替

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完全没有必要把逻辑学导论和批判性思维课程混为一谈，那样的话，就既伤

害了逻辑学导论，又伤害了批判性思维课程。 
因此，在其他课程中运用批判性思维来教学和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本身是两回事，我们不能混淆。前

者是运用批判性思维来教学，既包括讲授任何学科的任何课程，也包括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本身；后者是

指批判性思维课程本身，它是一门全新的独立课程，不依赖于其他课程而存在，也不是任何课程的升级版。

因此，也就不存在谁代替谁的问题。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出场丝毫不损伤逻辑学导论和数学逻辑这两门课程

的价值，反而是证明了它们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价值，因为这三门课程（大体上）分别是从语法学、语义

学和语用学三个不同角度共同构成了逻辑学的整体意义。 
当然，在批判性思维课程中完全可以讲一些逻辑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甚至一些必要的逻辑学知识，

但是，这不等于混淆了问题的重点，不等于把逻辑学导论知识作为主体内容来讲授，因为批判性思维课程

的主体内容不同于逻辑学导论，它们之间有质的区别。逻辑学导论是把推理作为重点，关注的中心是推理

的有效性；批判性思维是把论证作为重点，关注的中心是论证的合理性。 

1.3 批判性思维课程不是常识漫谈 
数学逻辑和逻辑学导论这两类课程中都有大量而系统的知识，对于数学逻辑而言，弗雷格以来的一阶

逻辑是它的基础知识；对于逻辑学导论而言，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三段论、复合推理等基本知识是它的主体

内容。这两类课程都有比较成熟的知识体系作为讲授的文本；但是，批判性思维这一类型的课程看起来“似

乎”没有知识体系，至少目前还没有一致认可的、成熟的知识体系作为文本。如此一来，批判性思维课程

就非常容易陷入任意的讲解，或者说常识漫谈。至少从现实情况来说，这门课程在目前的实际授课中还没

                                                        
4 在这里，也许有人会结合卡哈尼的故事，提出国际关系课程可以是一个合适的选项。但是，国际关系课程处理的是国家

（地区）之间具体关系问题的分析，虽然运用论辩，但不分析论辩的形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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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像其他两类课程那样表现出大同小异的普遍性特征。 

也许有人会提出，批判性思维课程本就是培养和训练一种反思性思维能力，而不是学习专门知识，学

习专门知识是其他课程的任务。但是，如果说因为批判性思维教育重在发展思维能力而不重在学习理论知

识，这没有什么不对的话，那么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却也不等于发展任意解释的能力，更不等于常识漫谈。

要消除这一倾向，批判性思维课程就需要追根溯源，找到自己的学科根基，挖掘和拥有一些系统的学术文

献作为基础。 

那么，批判性思维课程有自己的知识基础吗？在课程史上，任何一门课程都有或者说至少要能够找到

其知识根基，否则其运不远。批判性思维课程除了是因应时代需要而产生，在学理上其实也渊源有自，它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中专门论述。 

 
2. 批判性思维课程是什么？ 
大体上厘清批判性思维课程不是什么，是否就等于界定了批判性思维课程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因为

它们之间不是一种全同关系，前者只是厘清批判性思维课程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批判性思维课

程容易产生的误解，后者则是谈论批判性思维到底是一门什么课程，后者的外延要小很多。 
“批判性思维”究竟是一门什么课程？或者更准确地说，“批判性思维”应该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

对此，需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批判性思维”教什么？怎样教？为什么教？ 
批判性思维是一门新课程，这不仅指它（在中国大陆高校课程体系中）产生的时间不算太长，更是指

它是一门不同于其他任何课程的课程，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教法上，抑或在价值和意义上，它都有自己

的特色。 

2.1 批判性思维课程是以论证为中心 
    如果说逻辑学导论是以推理为中心，数学逻辑是以形式化系统为中心，那么批判性思维则是以论证为

中心。批判性思维课程就是围绕论证来构建，以对论证的理解、分析、解释、推论、评价和建构等一系列

活动为主体内容。 
这里所说的论证是广义的论证，等同于论辩概念，它不仅仅指静态的论证，而且包括动态论证、多主

体论证，也就是涵盖了整个论辩过程。 5 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曾明确使用“论辩逻辑”（logic of 
argumentation）一词。他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写道：“上文所引入的合理性概念的确有些直观……它涉

及到一整套的有效性要求，而这些有效性要求必须用一种论辩理论来加以阐明。论辩理论尽管在伟大的亚

里士多德哲学传统上源远流长，但它还是处于发轫阶段。和形式逻辑不同，论辩逻辑所涉及的不是语义单

元（命题）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是论据所依赖的语用单元（言语行为）之间非演绎性的内在联系。”6 当
前，这种论辩逻辑在欧洲被称为论辩理论（argumentation theory），在北美被称为非形式逻辑（informal 
logic）。这两者之间的异同，学界有不同看法，我们暂且不做详细论述，一般会认为论辩理论是一个比非

形式逻辑外延更大的概念。在这里，论辩理论所处理的是一个理性议题，没有特定语境中所常常伴随的贬

义味道。论辩是一种言辞的、社会的和合理的活动，它的目标是通过提出一系列命题来证明或反驳某一观

点中所表达的命题，从而确信对该观点可接受性所做的理性批判。 7

从历史来说，论辩理论不是现代才有的。如果借用因毛泽东先生而为人所熟知的一个陈述形式，那么

不妨可以表述为，论辩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人脑中任意产生的，而是有着它独特的历史渊

 具体而言，论辩理论以论辩型式

（argumentation scheme）为核心，包括论辩研究的领域、批判性话语模型、相关性、建构性分析、批判性

话语规则、谬误、理性讨论者行为准则等主要内容。 

                                                        
5 对有关理论的介绍可参见武宏志：“非形式逻辑的核心概念：论证”，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 年第 2 期，

第 39－45 页。 
6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2－23 页。 
7 Frans H. van Eemeren and Rob Grootendorst: A Systematic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The Pragma-dialectical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hl=zh-CN&tbo=p&tbm=bks&q=inauthor:%22Frans+H.+van+Eemeren%22�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hl=zh-CN&tbo=p&tbm=bks&q=inauthor:%22Rob+Grootendorst%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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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从方法来说，论辩理论（尤其是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论至少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从知

识体系来说，论辩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的“论题篇”、“辩谬篇”和亚里士多德的

修辞学；从当代发展来说，论辩理论主要有语用－辩证的论辩理论、非形式逻辑、新修辞学理论、谬误理

论等等；从现代经典文献来说，论辩理论有三个开创性文本：图尔敏的《论证的运用》、佩雷尔曼的《新

修辞学》和汉布林的《谬误》。8

此外，动态论证的前提是认知和信念，结果是追求可接受性，表达则涉及到说服力，因此，批判性思

维课程不能单就论证而论证，它必然要涉及到认识论、认知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和修辞学等内容，这些

内容和论辩理论一起构成了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学习对象。根据这样的规范性考虑，本文认为一个批判性思

维课程的目录至少应该包括以下 15 个问题：批判性思维的本质和价值，批判性思维的指导性原则，批判

性思维的基本标准，分析论证结构，审查理由质量，评价论证关系，考察不同的解释和论证，揭示隐含前

提，澄清意义（概念和定义），学会提问，构建论证，经验思维和科学思维，信念的法则，易犯的思维错

误，批判性写作。 

 

2.2 批判性思维课程是以学生为主体 
在现实教学中，一般的课程都是以教师为主体，采用的是教师讲授-学生听记的模式，这也是一种传

统的教学模式。这个模式的优点是知识的表现比较系统，因为教师已经在课前做了认真精心的备课，课堂

上只是把知识讲授给学生。但是，这个模式也有其不足甚至严重缺陷之处，它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性作用，不能让学生主动学会成为知识和技能的创新者。 
批判性思维课程在教法上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甚至有时候只是一个主持人或嘉宾的角色），

以能力训练为重点，以知识讲授为辅助，以交流讨论为形式。批判性思维课程即使对有关知识的讲解，也

更多地通过案例的方式来引入和扩展，这些案例主要来自但不限于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方法论、民

主决策、商业决策、日常决策、认知科学、心理学和博弈论等诸多领域。正是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让学

生在交流讨论和相互启发之下得出自己的结论，也自然而然地掌握批判性思维的方法、领悟批判性思维的

精神。 
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其一，它不意味有时候教师没有了任务或者总体上

减轻了任务。实际上，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比起传统模式来说，教师的任务增加了，对教师的要求更

加高了。例如，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比起按部就班讲课的私塾先生，对哪一个的要求更高，一目了然。

以学生为主体，意味着教师能够随心所欲地把知识和实际联系起来，能够游刃有余地引导课堂的讨论，能

够根据不同的情势启发学生发展能力。其二，它不意味着学生减轻了任务。以学生为主体，不是让学生在

学习安排上自作主张，而是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作用。现实中的操作是，明显增加课内讨论和

课外讨论课的次数，这就实际上大幅度地增加了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和他们在讨论课方面的工作量，使学生

必须全身心投入进去才可能跟得上课程的要求。这样一来，通过增加学生和教师的工作量，以学生为主体

的课程教学模式其实就是在促使把批判性思维通识课讲成精品课，促使学生去领悟批判性思维的真谛，促

使学生成为知识和能力的“此在者”。 

2.3 批判性思维课程是培养分析习性和创新精神 

大体而言，根据思维的动态过程，批判性思维主要包括六种能力：信息分析的能力、具体思考的能力、

深入思考的能力、发散构造的能力、合理论辩和合作的能力、综合判断的能力。这些能力从思维的类型来

看，又都包括辩证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 

相对于辩证性思维而言，分析性思维是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也是科学研究主要运用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为学术研究所必需，例如，美国的研究生入学一般要考GRE和TOEFL，其中法学研究生入学

要考LSAT，商科研究生入学要考GMAT，在这些考试中都有专门的试题来测试考生的分析性思维能力。目

                                                        
8 Stephen Toulmin: The Use of Argument, the update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im L. Perelman and L. 
Olbrechts-Tyteca: 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9; Charles Leonard 
Hamblin: Fallacie, Methuen & Co Ltd.,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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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有一些专业学位（诸如MBA、MPA、MPAcc、GCT等）的入学考试也都已经

专门考试“逻辑”科目，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查应试者的分析性思维能力。通过国内外的考试科目

设置，可以看出分析性思维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然而，从纵向来看，我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冷落形式

逻辑，擅长辩证思维，经学独断论与权威主义根深蒂固”；9

接下来，我们讨论另外一个问题，批判性思维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吗？批判性思维过程中的寻找差异、

界定标准、挖掘假设等活动仅仅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吗？不是！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自我认知，是

为了有所创新。从科学发展史就可以看出，每一次创新都是建立在对旧有理论体系、方法或认知的批判的

基础之上。可以说，批判是创新的前提，没有批判，就没有创新；创新是批判的结果，创新就孕育在批判

之中。这也就是说，事实上，批判性（criticality）和创新性（creativity）是一体两面，它们之间具有不可

分离性。

 从横向来看，我国（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

的学生相对于欧美学生而言，在分析性思维能力方面相对不足，具体而言，就是体现在分析性演讲、分析

性阅读、分析性写作和分析性讨论等方面。因此，现阶段我国的批判性思维课程要有的放矢，因材施教，

大幅度加强对学生分析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10 因此，批判性思维不只是一种思维方式，本质上它是态度、技能、习性和精神的复合体，正如

我国著名科学家杨叔子院士所说的那样，“批判性思维强调的不只是思维，更是知识、思维、方法、原则

和精神的统一。”11

如前所述，在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教学活动中，最直接的目标是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分析性能力，培养学

生初步具备一个好的思考者所应该具有的技艺。而这种技艺如果在学术研究和生活实践中得以长期运用，

它就会慢慢地变成一种思维习性，并最终演化成一种“求真、公正、反思、开放和尊重理性”的精神，而

这种精神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

 

12

 

 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精神称为创新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教学正是一种回答“钱学森之问”的积极探索。 

3. 结论和仍未解决的问题 
总之，“批判性思维”是一门全新的课程，它是把逻辑学的教学从语法学和语义学转向了语用学。批

判性思维课程既不是数学逻辑，也不是逻辑学导论，它是一门以论证为中心，融合认识论、认知科学和修

辞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旨在为信念和决策提供确定性根据，并最终形成分析习性和创新精神的课

程。 
    需要注意的是，在论述过程中，本文没有特别区分描述性问题和规范性问题。尽管文中随处可见描述

性的影子，但是，更多的论述实际上是一种规范性风格，是我们的一种意向性主张或努力方向。既然它实

际上是一种规范性论述，也就不可能有实证方法来证明其真理性，它的正当性只能是一种辩护策略。由此，

也就为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留下了辩护的空间，这也正是当前批判性思维课程所面对的教学现实情况。这

个情况一方面体现了批判性思维课程本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留下了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多样性

（甚至是一种杂乱性）特征，为许多持异议者所不断诟病。 

因为上述问题，就自然有另外两个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一个是批判性思维课程建构的基本原则，另一

个是批判性思维能力评估的有效性。前一个问题至少涉及到批判性思维课程三个方面：主题取向、基本架

构和阅读文本。13

 

 这些问题，目前仍是开放性的、未有定论的。后一个问题则表现为“百花齐放”，尚未

建立统一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9 参见晋荣东在全国第四届批判性思维教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中国教师报》2014 年 9 月 3 日第 2 版“教育呼唤批判性

思维”一文中。 
10  参 见 Richard Paul and Dr. Linda Elder: The Inseparability of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 载 于

http://www.criticalthinking.org/files/CCThink_6.12.08.pdf ，第 3－7 页。 
11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 1 期（2011 年 9 月），第 6 页。 
12 参见董毓：“批判性思维三大误解辨析”，载《高等教育研究》，2012 年第 11 期，第 64－70 页。 
13 这个问题及其三个方面必然涉及到如何定义批判性思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沿袭学理探究的传统无疑是一个最

具有正当性的选项。  

http://www.criticalthinking.org/files/CCThink_6.12.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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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如何培养自己的严谨思维？如何形成自己的判断？如何看待别人的观点，证明自己的观点？在

学校教育中，国际上普遍推广批判性思维品格的培养，这是“为决定相信什么或采取何种行动而进行的合

乎理性的、反省的思维”15，也称之为严谨思考的能力与品格，它不只是涉及认识领域，同时也涵盖人的

情感倾向与认知能力 16，包括价值选择。没有健全明智的批判性思维品格做基础，问题解决包括道德品格

问题的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教育(包括品格教育)应该使每个人，尤其借助于青年所受的教育，能够形

成一种独立自主、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及能力”17。1996年美国颁布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提出，

“学校教育的重点应是帮助学生掌握每天使用的多种技能，如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在工

作中具有合作精神。”18 在西方大学受到欢迎的Tracy Bowell和Gary Kemp编写的《批判性思维》(第 3 版，

Routledge，2010) 提出，现在社会，“试图说服我们信什么，做什么，买什么，铺天盖地”，试图“影响

我们的信念和行为”。“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沉着批判性地思考这类企图，区分出真实地提供给我们的好理

由呢？”他们认为，“批判性思维，指导对论证的分析，引出清晰地理性地自主思考。通过精确易懂的讨

论，给学生提供出判断好的和坏的论证所需要的实质技巧”，给我们“相信这个或那个、这样做或那样做

的理由，确定的概念与技巧，论证的分析与评价”19

批判性思维在哲学史上最早可溯及古希腊苏格拉底通过问答来澄清定义的精神助产术。20 世纪 30 年

代，美国哲学家杜威通过对反省性思维的性质和结构的研究提出了第一个有关批判性思维的系统理论。 

。 

在杜威那里，每一个大学课程的参与者都应该期望从大学课程中获得思想的自由。学生应期望得到某

种分析判断力，对他需要注意的各种利益进行适当的评估和协调；也应期望得到某种实际洞察力，它能直

接服务于自己的生活事务。杜威说，“大学教育的结果应当是对人性本质的训练，这种单独的训练确实是

实用的和为生活做准备的，因为它只是伦理学的。它是真正的智育的唯一基础，因为只有当所有大学课程

的研究在人类、在社会中发现了一种融洽时，他们才开始不再是断简残篇。”20

大学教育应关注于人性，但这又有赖于思维方法的训练。杜威借用红衣主教纽曼的话来说，一种没

有人性因素的教育将会产生轻佻的、思想狭隘的和无机智的一代，而“一大群敏锐的、直率的、富有同情

心的和观察力敏锐的”年轻人的接触，将会不断地带来新的观念和见解、新鲜的思想材料和用于判断与行

动的清楚的原则。只有对思想方法的正确掌握，才能避免思想懈怠的停滞，避免对他人思想的纯粹的、茫

然的重复和模仿，从而达到大学教育的真正目的。

 

21

由于杜威的影响，批判性思维逐渐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主题，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批判性

  

                                                        
14 本文系作者为高国希等主编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辅学读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撰写的部分内容

（第 4－8 页）。 
15 Rober H. Ennis: “Critical Thinking: A Streamlined Conception”, Teaching Philosophy, 1999(1), pp.22-25. 
16 Peter A. Facione: Critical Thinking: 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1990, p.2. 
17 UNESCO：《教育——财富隐藏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34 页。 
18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戢守志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123 页。 
19 Tracy Bowell and Gary Kemp: Critical Thinking: A Concise Guide, the 3rd edition, Routledge, 2010. 
20 John Dewey: The Early Works (1882-1898), Volume 3,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51-55. 
21 邵强进：“杜威早期对逻辑理论的定位”，载《逻辑·思维·语言——上海逻辑 30 年》，学林出版社，2008 年，第 163－
170 页。 

mailto:qjshao@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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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成为美国教育改革运动的焦点。1972 年美国教育委员会的一项调查研究认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最重

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22

学界对于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特征、过程、原则或方法表述不一。1987 年，罗伯特·恩尼斯曾给出

一个比较简洁的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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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代以后，批判性思维教学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受到高度重视，批判性思维成为高等教育的核心技能之一。 

23 国内

有学者认为，批判性思维是面对相信什么或者做什么而做出合理决定的思维能力。就如何培养这种思维能

力而言，批判性思维指的是培养和训练思维能力的一门应用性学科。24

爱因斯坦认为，“学校始终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

门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就必定会找到自

己的道路。” 

 这门学科将有助于学生形成深思熟

虑的思考态度，养成清晰一致的思维品质，培养合理决定的思维技能。  

25

中世纪哲学泰斗托马斯·阿奎那曾说：“应该从逻辑开始，因为其它科学都需要它，它教给我们在一

切科学中进行思考的方法。”

 爱因斯坦所说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正是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目标。批判性

思维是一种评估、比较、分析、批判和综合信息的能力，其目的在于有步骤、有层次、有方向地进行分析

思考、综合判断、合理论证，从而确立信念，并指导行动。 

26

目前国际逻辑学界的权威杂志当属美国的《符号逻辑杂志》，但与之齐名的还有《非形式逻辑》。分析

自二十世纪以来在这两种杂志上的文章表明，逻辑学一直有两个研究发展方向，一是形式推演的限度与最

大可能性，它与数学联系紧密；另一个是形式推演与人类思维乃至逻辑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它与哲学、思

维方式联系紧密。 

 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视，反映了 20 世纪以来逻辑学研究两大发展方向的融合。 

逻辑的形式与非形式之争在西方大学里早已开始呈现。在《逻辑和当代修辞学》一书中，柯享（H. 
Kahane）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前几年在一个班上，我正在讲授那些（对我来说）精巧而充满魅

力的谓词逻辑量化规则时，有个学生反感地问及他花整个学期所学的这些东西与约翰逊总统再次使越战升

级的决定有何关系，我含糊地说了些有关约翰逊不合逻辑的话，并说逻辑导论不是这一类的课程。他又问

哪些课程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我只好说，据我所知还没有。”27 柯享的结论是，今天的学生想学的是一门

与日常推论，与他们每天耳闻目濡的论说相关联的课程，他们要求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也是为什

么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认为逻辑、谬误以至修辞学的入门课程不合他们的胃口。”28

逻辑正是大学实践追求真理这一基本理念的基本方法，重视逻辑也是追求真理的最基本的态度。批判

性思维恰好融合了逻辑研究中的形式推导与语义分析两方面的内容，它还强调二者的实际应用，因此，批

判性思维是一种集语形、语义和语用为一体的立体思维。具体说来，逻辑是一门关于推理和论证的学问，

对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必定围绕推理与论证来展开。 

 

一个完整的推理或论证一般包括如下几个部分，见下图： 

                                                        
22 Lion Gardiner: “Redesigning Higher Education: Producing Dramatic Gains in Student Learning”, ASHE-ERIC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Series, 94-7(Volume 23-7), 1994. 
23 转引自董毓：《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3 页。 
24 谷振诣、刘壮虎：《批判性思维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 页。 
25 爱因斯坦：“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见 1936 年 10 月 15 日在纽约州立大学举行的“美国高等教育 300 周年纪

念会”上的讲稿。 
26 肖尔兹：《简明逻辑史》，张家龙译，商务印书馆，1977 年。 
27 Howard Kahane: Logic and Contemporary Rhetoric: The Use of Reason in Everyday Life,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70, p.vii. 
2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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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中，加有括号的部分在推理或论证中并不直接显示出来，分析它们需要具备一定的批判性思维

能力，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类： 
（1） 确立论点，即给出一段文字，要求掌握其所表达的基本意思或中心论点，对基本概念的分析与

辨别是其中的关键； 
（2） 找推论，即要求从给定文字表述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或推论，有时它要求应用一些基本的逻

辑推理与运算； 
（3） 找隐含的预设、假设、论据或前提，即要求发现推理或论证过程中未曾明示的前提或论据； 
（4） 选择论据加强论证，即要求找出能够使原推理或论证更具说服力与逻辑性的文字； 
（5） 选择论据削弱论证，即要求找出能够使原推理或论证不具说服力与逻辑性的文字； 
（6） 确立论证方式，即要求认识论据对论点的支持方式或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形式，有的是必然性

的演绎推理/论证，有的则是或然性的归纳推理/论证，合理性、可信度是其中的关键； 
（7） 指出逻辑错误，即要求认识推理形式或论证方式中存在的各种逻辑谬误，或对该错误进行反驳，

或对同类的错误展开比较。29

 
 

《墨子·小取》曾说，“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又说“……行而异，转而危，远而

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对语言的分析与批判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但从某种意义来说，一切批

判性思考能力都是用于作出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中，批判性

思维强调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和相关综合知识，通过理解、分析、综合、判断、归纳等过程，引出概念、

寻求规律，对事物关系或事件的走向趋势作出合理判断与分析，确定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香港大学心理学系顾伊丽编写的《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学与教》(香港教育局课程发展处个人、社会及

人文教育组)一书中，提出了大学程度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培训课程所就包含的五个范畴：1. 语文推理的能

力；2. 论证分析的能力；3. 如假设验证般思考的能力；4. 运用可能性及不确定性；5. 决策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作为一个整体，这五个范畴从能力的角度为批判性思考提供了组织性的指针。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大陆专业硕士学位入学考试中 MBA、MPA、ME、MCCPA 等等相

继开考“逻辑推理能力测试”，对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与研究日渐受到重视。 
进入 21 世纪，中国大陆不少高校都开设了批判性思维课程。2003 年秋，“逻辑与批判性思维”作为

一门通选课在北京大学首次开设。根据教育部高教司“推进以‘文理交融’为重点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

设”的指导精神，2011 年 5 月，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批

判性思维”课程建设研讨及教学观摩会，为全国范围内推进《批判性思维》课程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 
创新思维是在当代网络信息时代生存的必要条件，但所有创新思维都在于思维方式的创新，所有领域

                                                        
29 参见邵强进：《逻辑与思维方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39 页。 

 
推理                         论证 

        （推理的预设）              （论证的预设） 
（隐含的前提或假设）        （隐含的论据或假设） 

前提 1、2、3…等等          论据 1、2、3…等 

（推理形式）               （论证方式） 

结论                        论点 

（结论的推论）             （论点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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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都在于该领域思维方式的创新。而创新思维方式的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单独的直觉和灵感，它必须

有其逻辑基础，它必须建立在逻辑思维方式基础之上。把形象、直觉思维与逻辑理性相结合，并应用于现

实实践，正是批判性思维的闪光点。 
 
 

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推理？30

 

 

张留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Email: wisdomie@163.com 
 

 

内容提要：如果抛开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模式，把初始意义上的“科学家”限定为相对于日常生活中“普

通大众”的一种职业群体或曰“专家”队伍，就可以在理论上把现实中所有的推理现象区分为“专家在科

学实验中的推理”和“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推理”：前者大多相对于某个专业而言，是学科化的思维方

式，后者则是不设专业的，属于未分化的思维方式。专家很多时候以“逻辑科学”的名义评判身边的常识

思维：与专家推理相比，常识思维受本能习惯的主宰，算不上严格的推理；而如果作为推理看待，它们会

因为缺乏专家推理的那些品质而暴露出一系列谬误。反过来，普通人尽管不大有科学无用论的反指责，却

未曾也从未打算接受专家的“说教”，而是相信普通人自有成功的、令人满意的“日常”推理。直面普通

人的实际推理现象，可以发现：普通人基于独特的推理取向，不仅提出了对于一系列所谓谬误的补救办法，

从而表明日常推理并非总是犯错，而且对于推理现象建立了一套不同于专家推理的是非好坏准则，从而表

明日常推理自有理性空间上的地位。如此重新审视之后，日常推理与专家推理之间存在一种竞争关系，但

并非不可调和的竞争。因为回到科学实践本身来看，专家推理更像是日常推理的“保守扩充”，却无法否

定普通人在科学专家之外的理性自治。 

关键词：科学  专家  推理现象  日常生活  规范性 

 

我们所处的时代被誉为“科学的时代”。她信奉科学至上，并以科学评价一切是非、对错甚至美丑。

不幸的是，由于至今并非一切活动都在科学实验室或操控台上进行，因此，即便在科学时代，仍然存在科

学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普通的“写字台”也依然在用。同时，由于至今并非一切正常人都能成为或

被视为科学家（或曰科学人），因此，即便在科学时代仍然存在大量的“普通人”。 
在科学主导的话语体系中，人们很容易把所谓“日常生活”称为“非科学工作”，而把“普通人”称

为“非科学家”。这种谓述从概念的逻辑或修辞来看，具有特别的意义：“科学工作”、“科学家”是正概念，

处在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是第一位的，而“日常生活”、“普通人”则处在当今人们关注的边缘，是第二

位的，只能用负概念“非科学工作”、“非科学家”来界定。（如果有人还没领会其中的修辞效果，试想一

下：中国，作为正概念“汉语国家”来谓述时与作为负概念“非英语国家”时有何不同？美国，作为正概

念“英语国家”来谓述时与作为负概念“非汉语国家”时有何不同？） 
继续沿着此种语言套路和思维模式，我们很容易进一步地把作为“非科学工作”的“日常生活”和作

为“非科学家”的“普通人”视为某种消极、不足甚或低级的东西，因为在科学主导的话语体系中，“科

学的”（scientific或of science）时常带有明显的褒义色彩，几乎已经成为“正确的”（right）或“好的”（good）

                                                        
30 本文为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知行哲学的当代研究”（项目号 11JJD720019）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古典

实用主义推理论研究”（项目号 2013BZX002）的阶段性成果。 

mailto:wisdomi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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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名词。31

显然，上述话语包含着某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为尽量避免从一开始就沾染不必要的意识形态，本文

选择直观或初始意义上的“科学家”概念，特指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普通大众”的一种职业群体，或曰“专

家”队伍。当然，这里所谓“专家”和“普通人”并不一定在人群或个人身份上有着截然而固定的划界，

“科学家”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分主要是以具体问题研究的专业性或科学知识丰富性为标准的：由于现

代科学知识的专业分工，某人就问题 A 来讲，可能明显是科学家，但对于问题 B 来讲，可能就因为属于

外行，而算作普通人了。由此观念出发，笔者试图以生活中的诸多推理现象区分“科学家”和“普通人”，

并把所有的推理现象分为“专家在科学实验中的推理”和“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推理”：前者大多相对

于某个专业而言，是学科化的思维方式，后者则是不设专业的，属于未分化的思维方式。 

 

读者需要给交代的还有，本文的标题，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描述，同时将涉及为日常推理的合理性进行

辩护。也就是说，所谓“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推理？”，不仅是追问“事实上如何推理”，而更多是思

考“面对专家推理，普通人应该如何推理才好”，因此它涉及到对于推理规范或逻辑学本身的重新思考。 
 
1. 专家的“科学”思维 
先来看，什么才是“专家在科学实验中的推理”？为便于讨论的展开，不至于一开始就陷入有关科学

与非科学、真科学与伪科学、硬科学与软科学的划界之争，我们不妨以下列五个特征来标识一个符合科学

的、成功的、令人满意的专家推理。我们在后文会看到，如此刻画而来的专家推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至

少反映了部分人关于“科学”思维的定见。 
（I）专家推理追求结论的精确性。如果某一天天气很糟，专家会告诉我们：当天气温 30－39 摄氏度，

风力 2－3 级，相对湿度 35%－80%；或者：当天 PM2.5 指数高达 456。如果某地民众生活得很好，专家

会用幸福指数讲：当地“幸福者”百分比 82，“生活困窘者”百分比 17，“受苦者”百分比 1，“日常生活

感受”7.9。如此等等。当然，普通人讲话推理也运用数据，也进行二加二等于四那样的简单计算，但是，

专家的精密性远远超出耳目之下、手足之力，他们更多是在普通人无法历数而只能估测的地方进行计算，

从而显示出专家独有的精密仪器或评价工具在推理中的“威力”。这一点，被认为是科学或专家推理的最

大优越性。与此相关，专家推理还有其他一些显著特征。我们会看到，为了追求推理结论的精确性，专家

推理通常还需要特征（II）和（III）。而为了确保特征（I）、（II）、（III）能够顺利无碍，还要求特征（IV）

和（V）。 
（II）专家推理要求前提的绝对真实性。专家推理之所以能声称结论的精确性，其中一个理由正是其

已有前提的绝对真实。专家推理所运用的概念要明晰可辨，不能有丝毫模糊；与此同时，由这些概念所组

成的命题，如果要作为推理前提，一定得是绝对的“事实”或公理、定理、推论等“科学规律”，一定得

是“已证明为真的信念”意义上的“知识”。也就是说，为了能够最终获得精确的结论，从一开始就必须

在“前提”处下功夫，确保专家推理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基础之上的，是从知识开始“推”起的。笛卡尔

哲学的第一前提“我思故我在”，非常好地代表了专家推理所要求的那种前提。当然，这样的前提并非总

是能轻易获得的，所以，专家推理常常凭借精密仪器或评价工具，以获取确定无疑的前提。即便此种仪器

设备是昂贵的，即便此种评价过程是复杂的，但绝对是值得的。因为，只要保证了推理中最基础的部分是

不可错的“前提”，专家便可以放心推理、一往无前了。 
（III）专家推理要求推理形式具有数学可演算性。专家推理之所以能声称结论的精确性，除了是因为

其已有前提的绝对真实，还因为他们所运用的推理形式是严格保真的，即能够由绝对真的前提必然地推出

绝对真的结论，或者，能够由具有精准概率的真前提必然地推出精准概率的真结论。专家推理的此种严格

保真性，主要体现在推理形式上的可演算性，即他们是从前提“算”出结论的，而绝不是“猜”出来的。

在他们看来，一切科学的东西都可以进行数学处理，甚至推理中诸多语句之间、词项之间的每一种逻辑关

                                                        
31 这里的几个用词之所以在括号中增加英文写法，不仅是为了限定它们的用法和意义，更是为了强调：此种感情色彩即便

是在英语世界里也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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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就是数学演算，所谓逻辑词不过就是一种算子或函数。譬如，“或者……或者……”所表达的相容选言

关系，其逻辑功能相当于数学上的加法或并运算；“不仅……而且……”所表达的联言关系，其逻辑功能

相当于数学上的乘法或交运算；“如果……那么……”所表达的充分条件关系，其逻辑功能则类似于数学

上的小于等于号。于是，引用莱布尼兹当年的说法，“当不同人之间有争议时，我们就可以说：不用再麻

烦了，让我们来算一算，看谁是正确的！”32

（IV）专家推理不掺杂任何价值因素。为了能够掌握绝对真实的前提并能由此必然得到精确的结论，

专家声称并强调：推理者必须“超然于世”（impersonally），保持中立，做到赤裸裸的“就事论事”和“实

事求是”，不能带有任何先入之见，更不能掺杂任何情感好恶、意向目标等价值因素。换言之，推理者必

须想尽一切办法排除自身所可能有的主观偏见，脱掉任何有色眼镜。在专家看来，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推

理的客观性；也唯有如此，才能彰显专家推理的科学性。因为科学所代表的理性，绝对不涉及任何个体或

主观意义上的价值。即使有时谈到“价值”，譬如，气象预报中的“体感舒适度”，社会心理学中的“幸福

指数”，那也都是统计或计算出来的“客观”结果，并非通常所言的价值因素。 

 

（V）专家推理预设个体推理的独立性。对于掌握绝对真实的前提并由此必然得到精确的结论，专家

相信这是每一个理性健全的人都能做得到的，而且只要足够冷静，最终每个人的推理都会完全一致。根据

专家推理的观念，任何推理都是个体的静思冥想、细心计算，而且也唯有单个人的冷静思维最能确保推理

的连续，因此，推理只能单个人独立进行。但由于理性的共通性或先天性，专家一个人推出的结论并不影

响其权威，任何其他专家只要掌握他的那些材料和数据，也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譬如，每一个人只要头

脑健全，凭借冷静推理，都可以如笛卡尔那样，明确无误地找到“我思”，然后从“我思”推出“我在”，

再推出“他人在”，再推出“世界在”，最后推出一切存在物。如此说来，专家推理虽然是分别由单独个体

进行的，但只要行业内专家们都具有专家推理的能力，就永远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分歧，反倒是专家个体思

维冷静而连续的计算保证了推理前提的确定性和推理结论的精确性。 
专家向来以理论知识多（至少是书本知识多）著称，并善于以理论知识行事。我们知道，逻辑学乃区

分推理有效与否的一门科学，因此，不难猜测，上述专家推理的特征，应主要是专家逻辑学知识的一种体

现。事实上，如果翻阅当前国际上流行的“逻辑导论”教材 33

 

，读者不难发现，情况确实如我们的猜测那

样：就主体结构来说，数理化、符号化、公理化、形式化为当今主流逻辑学的基本特征。我们且不论此种

逻辑学知识所存在的争议，但它在当今科学时代的流行，无疑间接佐证并放大了上述“专家”推理的品质

和重要性。 

2. 专家眼中的常识思维 
或许正是因为专家在推理知识上与“逻辑科学”相符，所以，他们似乎有资格而且实际上也经常以科

学的名义评判身边的常识思维。总体来说，在各路科学家看来，与专家推理相比，常识思维受本能习惯的

主宰，算不上严格的推理；而如果作为推理看待，它们会因为缺乏专家推理的那些品质而暴露出一系列谬

误。 
与特征（I）相对，常识思维在结论中总是使用含糊不定的概念，譬如，对于某天气温 30－39 摄氏度，

风力 2－3 级，相对湿度 35%－80%，普通人常常以“今天天气非常闷热”作为“天气怎么样？”的答案；

对于某天 PM2.5 指数高达 456，普通人常常以“今天天空灰蒙蒙”作为“天色如何？”的答案。什么叫做

“闷热”，又是什么叫做“非常闷热”？什么叫做“灰”，又是什么叫做“灰蒙蒙”？这些都没有精确性可

言，因此，看似“结论”一样的断言，其实什么“信息”也没说。根据专家推理的标准，此种常识思维的

模糊结论其实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而之所以如此，则首先是因为普通人局限于感官

之知，缺乏科学家那些特制的精密仪器或评估工具。 
与特征（II）相对，常识思维经常使用不能确定属实的命题作为推理前提，甚至还一人拥有相互矛盾

                                                        
32 Leibniz: Selections, edited by Philip P. Wiener,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1, p.51. 
33 这里仅举两例：Patrick J. Hurle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Logic, 11th Edition, Thomson Wadsworth, 2012以及 Irving M. Copi, 
Carl Cohen and Kenneth D. McMahon: Introduction to Logic, 14th Edition, Pears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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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题。譬如，普通人会从“老天爷的存在”，推出自己的某次幸运之事属于“天公作美”，或者某次不幸

之事属于“天公不作美”。由于“老天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讲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由此作为前提进

行推理，即便推理过程严密，也无法避免错误结论。再如，普通人有时会从“人性善”为自己对某人的同

情心辩护，并由此推断“这个人只是一时糊涂，以后会变好的”；有时又会从“人性恶”为自己对某人的

厌恶心辩护，并由此推断“这种人真是坏透了，本性难改”。但这明显有违专家推理的要求，根本上与逻

辑科学不符。因为，逻辑学告诉我们，严格的、专家式的推理是从已有知识（作为前提）推出新知识（作

为结论）。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已经证明为真的信念”。就此而言，推理的前提都必须是绝对为真、确

定属实、不容怀疑、永远相信的，这是逻辑推理的基石。而假若不是从“知识”出发进行推理，无疑是以

一个假命题作为前提，譬如“人性善”由于不符合知识标准，就是一个假命题（甚或伪命题）；同一个人

有时接受“人性善”有时又接受“人性恶”，这更是等于承认了一个彻底为假的命题（即矛盾命题）。逻辑

学中（至少是在经典逻辑系统中）的一条公理“由假得全”或曰“爆炸原理”说的正是要防止从假命题出

发进行推理，因为所谓“由假得全”，就是指：如果由一个明知为假的命题（即知识的负命题）作为前提，

便可以推出一切一切的命题（不论它多么荒谬，甚至包括原本为假的那个前提命题，还包括矛盾命题）都

为真，由此彻底失去真假之别，此即逻辑坍塌、系统爆炸。 
与特征（III）相对，常识思维充斥着或然性推理，甚至纯粹是猜测。专家推理是数学化的演绎，这主

要是为了保证推理的必然性，即从严格属实的前提必然能推出精确为真的结论。但是，常识思维却运用了

大量不严格或不规范的推理形式，从而使得推理品格下降为“或然性”。譬如，普通人从大量黑乌鸦的个

案，归纳得出“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从大量奸商的个案，归纳得出“无商不奸”。这些归纳都是不完

全归纳（不同于逻辑学中作为必然“演绎”的完全归纳法），其结论的得出都不是演算的结果，结论的或

然性使得它们都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再如，普通人从“鸟有两翼，车有两轮”类比得出“男女不可缺一”，

即便这里的前提和结论都可以接受，但类比并不能担保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结论所作

的断言并非“推理”而来。的确，类比思维在某些文化环境中的确非常流行，譬如，“中国哲学家关于用

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34

与特征（IV）相对，常识思维总是受到主观因素干扰。普通人往往会主观地考虑问题，譬如：既然花

2 元钱去买彩票就会中奖 100 万元，干嘛不去试试呢？但，这在逻辑学上属于典型的“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谬误。普通人之所以把一种美好的想象当作现实，之所以相信自己花 2 元钱去买彩票就会中奖

100 万元，全都是因为受到主观因素的干扰。要知道，逻辑学最大的敌人就是心理主义。按照逻辑学的要

求，推理者绝不能凭着自己的意志或兴趣，而要以超我的态度考虑客观事实，特别是要评估事件概率的高

低，并以此为行事依据。譬如，花 2 元钱去买彩票就会中奖 100 万元，这种事情的概率到底有多大？如果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失败了，并且可以计算出成功的概率近乎 0℅，那么，明智的推理结论就应该

是“不要去尝试！”常识思维常常强化主观上的某种愿望或想法，并以此作为做事“理由”，但那几乎就算

不上推理。试想，一个人想当总统，由此就应该推出“他当上总统”吗？ 

，但是，这恰好说明中国古代思

想不重逻辑，缺少理性论证。再比如，普通人早上开门发现地面湿了，基于“如果天下雨那么地面湿”这

样的常识，便通过溯因得出“昨夜下过雨”。即便那个常识条件句是真的，这显然也是不合乎逻辑规则的

推理，因为逻辑学中“肯定后件式”（即由后件“地面湿”成立，无法必然得出前件“天下雨”为真）是

一种无效式。 

与特征（V）相对，常识思维不必要地考虑了社会因素。“人多力量大”这句话的真实性并不高于“真

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任何在推理中拿他人或大众或“民主”来说事的做法，都是不合乎逻辑的

谬误：或者是“诉诸权威”，或者是“诉诸大众”，或者是“诉诸传统”等等。一个正确的推理结论，仅仅

取决于推理形式的有效与推理前提的真实，与实际上多少人得出了此种结论并无任何逻辑上的关系。你自

己的论点与某名人雷同，或与你周围人很多人相仿，或与谚语古训相符，或与社会习惯一致，这并不意味

着你的观点因此而成为正确推理的结论。因为那些东西对于正确推理而言，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条

                                                        
3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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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逻辑上的真，是无国界、无阶级差别的，具有典型的非政治性、非社会性、非历史性。 
 
3. 普通人实际的推理取向 
上述对于常识思维的轻视与指责，在当今时代常常能响亮听到。它们的出现甚至流行，很好地证明了

第 1 节中我们所概括的专家推理至少是存在于有些人头脑中的。但是，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普通人尽管

不大有科学无用论的反指责（因为，下文将看到，科学有用，也是普通人常识的一部分），却未曾也从未

打算接受他们的“说教”，而是相信普通人自有成功的、令人满意的“日常”推理。因为，可以看到，普

通人照样说着“天气闷热”、“天公作美”、“无商不奸”之类的话，照样做着“买彩票”、“随大流”之类的

事，并在很多情况下不认为有何不妥。 
直面普通人的实际推理现象，对比前一节专家对于常识思维的指责，我们发现：普通人基于独特的推

理取向，不仅提出了对于一系列所谓谬误的补救办法（表明日常推理并非总是犯错，并非总是低下），而

且对于推理有一套不同于专家推理的是非好坏准则（表明日常推理自有明辨是非之法，自有理性空间上的

地位）。 
（I′）日常推理满足于恰当性结论，恰当的感官之知毫不逊色于精确数值。面对气象专家的报告：“气

温 30－39 摄氏度，风力 2－3 级，相对湿度 35%－80%”，普通人的态度通常不是怀疑其数值上的精确性，

这很多时候是他们做不到的，因为这方面的怀疑意味着他们得有能力正确使用那些仪器，从而成为一位气

象学家或至少是气象员（而这可能也不是他们所想要的职业）。毋宁说，普通人怀疑的是那些数值用来表

征事实时的恰当性或相干性。什么是事实？事实是在此种天气下有些人所穿衣服的多少，有些人工作时所

流的汗水，有些人在此种天气下的不适反应，等等。普通人相信自己对于这些事实的掌握并不亚于气象专

家，因而他们可能会对照昨天的那些事实和数值之后说：“今天比昨天热多了，怎么最高才 39 摄氏度呢？”

或者，普通人会无视气象专家的数值，直接说：“今天非常闷热！”并相信，这种看似模糊的断言比那些气

象数值更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模糊不模糊并不重要，关键是人们所关注的是什

么。当一个人考试考完后，说“他考得很好”相比于说“他考了 90 分”，不仅不属于无知性谬误，而且有

时（譬如当满分值为 150 分时）比后者更加恰当，更富有意义。 
当然有人会说，“普通人的那些结论都是感官之知，是些浅见。”但这里关键的一点，不是深浅，而是

由于恰当性而生的可信性。而且，我们会发现，此种感官之知的可信性即便是在科技时代，即便是在科学

家的实验室中，依然是最为基本的共识。科技手段测定的 PM2.5 数值可以用于特定的统计或计算目的，但

这丝毫不意味着抹杀感官之知，因为即便是读取仪表上的符号也是依靠感官知觉的可信性，要不然，我们

如何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呢？换句话说，只要实验仪器是人用手操作的，用五官识别的，就不可能不在获取

所谓精确数值之前预先承认感官之知的恰当性和可信性。这一点本应该是自明的道理，可惜很多时候被淹

没于技术话语的洪流中了。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在科技时代里对于“今天这里天蓝吗？”“现在是否感觉

冷？”“今天是否像春天？”这些问题都一定要去问气象学家才说清，那只能说明这个人已经被作为意识

形态的科学技术束缚或异化，从而丧失了健全的常识。 
（II′）日常推理承诺可错论，认为推理应该是非单调的、可修正的。专家推理相信知识是永恒而固定

的，假若一开始已经做出了足够努力确保某种信念为知识，以此种知识作为前提就可以担保推理勇往直前，

永远不必回头。但普通人从未奢求过这样的绝对前提，他们非常清楚要把一种信念绝对地确定为真有多么

困难！很多时候，为了求证一条信念（譬如“人性本善”），我们要耗费很长时间的讨论和研究，甚至至今

也不能证明。我们不能等到这种信念被证明绝对属实之后才去将之作为推理前提，那将意味着以此为前提

的推理永远无法启动。有鉴于此，普通人大多满足于“可靠的信念”（plausible belief），并认为只有满足于

此，才有机会往前“推理”。这种“推理”得出的结论显然可能在后来表明为错，但这并不稀奇。“人非圣

贤，孰能无过！”只要是基于诚实信念所得出的结论，我们都可以在将来负责任地回过头去修正原有的信

念。须知，能够自己认识到错误并有能力自我修正错误，这本身就是高度的自制力或规范性的体现！更重

要的还有：“新”认清的错误是在我们大胆往前推理之后才发现的，若是永远止步不前，我们是发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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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错误的。所以，在此过程中，虽然我们明显没能“防止错误”，但我们在“追求真理”方面确实前进

了一步。 
经典逻辑系统（当然普通人是不会关心这种形式系统的）容不下任何一个错误前提，但这在普通人实

际推理中表明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一个说理系统不必是爆炸性的，即不必承认“由假得全”原则。

我们不会因为发现一个错误或矛盾，就认为整个说理系统就“爆炸”了。一个人是不应说谎，但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得确保他只说过实话而且将来只说实话之后才相信他的话；也不意味着，一旦发现这个人说谎

（与事实不符的话，或自相矛盾的话），就要否定他所说过的一切，甚至今后彻底不再相信他了。普通人

思维的原理是：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上，我们不必也无法获得绝对属实的完美前提，但这

无妨我们在承诺可错论的同时以非单调之路不断接近真理。而且，很多时候会发现，此乃我们“凡夫俗子”

获致真理的唯一可行之路。 
（III′）日常推理追求可靠性，认为好的推理形式不拘一格。专家推理推崇数学演绎的必然性，把其他

所谓“归纳”“类比”“溯因”的推理形式视作或然的，从而似乎有推理形式上的高低之分。但在日常推理

中，却没有这样的高低之分。首先，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并不存在绝对属实的前提，任何演绎推理的结论

都不再是绝对属实的，而是依赖于前提命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后来的证实。因此，关键的不是必然性与

或然性之分，而是可靠性的强弱。其次，如果说各种推理方式之间有什么差别的话，可以说是：演绎推理

具有最高的安全性（security），但多产性（uberty）上最低；而归纳推理、类比推理、溯因推理虽然在安全

性上低于演绎推理，却在多产性上明显高于演绎推理。普通人看重的是能由已有信念可靠地推出新的信念，

他们不会拘泥于某一种推理形式，而是试图将各种推理形式合股拧成一条绳索。总体上，这样的推理过程

不保证具有数学必然性，但并不因此就是谬误，反倒可以追求合情合理（reasonable）的好推理，就像是

侦探查案或公共辩论时所用的那样。譬如，普通人在通过推理来判断某商人是否为奸商时，首先会基于“归

纳上”的理由暂时接受“无商不奸”这句话，预设这个商人可能是奸商，因此与之打交道要当心。同时，

他会观察这个商人是否真的有奸商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如果没有，就可以“演绎地”得出这个商人不大像

是奸商；而如果有，则可以“溯因地”得出这个商人像是奸商。当然，如果需要，他还可能会将“无商不

奸”这句话与“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用法作“类比”，由此说服自己：所谓“无商不奸”的谚语只是一般

而言，并非普遍适用。 
需要指出的是，实际生活中，对于判断像某商人是否为奸商那样的例子，单靠任何纯粹的数学演绎都

是无法做到的。对照专家推理与日常推理，前者之所以能骄傲地宣称一切推理都应是必然性的，很多时候

正是因为它把推理局限于理想而单纯的数学模型，而不涉及真实而复杂的生活世界。逻辑学告诉我们，按

照经典逻辑的解释，“既然知道 2+2=4 是真的，就可以推出如果 2+2=4 则雪是白色”具有有效的推理形式，

但同时可能要坦率承认这个“有效推理”在实际生活中属于很傻甚至有点空洞的有效性。同样，大多数谨

慎和负责任的专家在涉足日常事务时，也都会意识到理论推演的结论并不能直接照搬到现实中，或者说，

科学家自己说话时要注意区分在职业之内“工作报告式的腔调”（on weekdays in his working tone of voice）
与在职业之外“教人做事式的腔调”（in a edifying tone of voice on Sundays）。35

当然，激进的科学家可能认为以上五个人做一件事的例子并不能够表明数学演绎失灵，

 譬如，1 人做某件事需要 5
秒钟完成，数学计算的结果告诉我们：5 人一起来做这件事只需要 1 秒钟便能完成。但在实际作业中，这

样的事情可能是人越多反而越耗时，因而“工作报告”反倒达不到“教人做事”的目的。 
36

                                                        
35 Gilbert Ryle: Dilemm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74-75. 

 那顶多说明

数学推演时需要引入更多的参数（譬如，把人们所做的事情分为合作省时的与合作不省时的两种，甚至每

一种又有内部的程度之分）。事实上，生活中的一些棋艺游戏（比如国际象棋）不就是一种复杂的数学推

演吗？如果我们把函数做得足够复杂，甚至可以具体推演出某商人是否为奸商，譬如，对这位商人的以往

交易行为作出统计，把他在私下的言行逐一记录下，再把奸商的特征指标化，相信一定可以精确地算出他

36 事实上，任何根据现实世界情况来评价数学对错的做法都是方向性错误，因为正如杜威所言，“对数学概念和命题不能

赋予摹写性价值。它们是工具性和功能性的。”参看 John Dewey: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38, 
p.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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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奸商。但这种函数化设想的前提之一是，生活中其他活动都像下棋游戏那样规则透明、信息完全、

语境明晰、语义封闭。37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管理中，为了实现所谓“未来生活的可预期性”，管理机构

确实在通过更多制度上的设计让被管理者只去做规则所适用的那些事情，譬如，为了准确统计GDP，可以

要求每一笔产出都伴有市场交易的可查账目；为了准确获知人均收入，可能要求每个人都申报个人收入状

况；为了计算人口贫困率，规定人均年纯收入低于 2300 元才可以称作贫苦户并有资格领取救济补贴。然

而，这种试图以固定的语义系统来框定多彩生活的“治理”模式 38

（IV′）日常推理强调推理的合目的性，认为事实与价值之间是连续的。不论专家推理如何防范价值

因素的渗入，但在日常推理中，推理者一定是无法超然于“前见”（pre-judice）的，甚至我们人之所以选

择推理这条路子做事，就是基于一种价值考虑。普通人在推理时所面对的，都是原有本能习惯不足以应对

的、杜威所谓的那种“问题情境”

，不论多么设计精巧，不论多么用心良

苦，在日常推理者看来，它毕竟牺牲了更大的善、更重要的价值（如，人的隐私和自由）。我们接下来将

看到，与专家推理不同，价值关怀永远不会被置于日常推理之外。  

39，而推理的第一价值或直接目的就是化解具体而微的“问题情境”。此

乃一切“探究”或“求真”的基本要义，不用避讳，也不能掩饰。普通人明知买彩票中奖是运气之事，但

为什么还要买呢？一种比较少见但可能属实的“问题情境”是：某人当时认为有必要验证自己的“运气”。

但更为可能的“问题情境”是：这个人不知为了什么急需一笔钱，而短时间内没有其他办法凑到那么多钱，

于是宁愿相信自己当时有足够的运气，花 2 元钱买彩票就会中奖 100 万元。这个人的推理形式为：“如果

我现在花 2 元钱去买彩票，那么就会中奖 100 万元。我现在花 2 元钱去买彩票。因此，我会中奖 100 万元。”

虽然根据专家推理的标准，这是“一厢情愿思维”，是谬误的一种，但在日常推理中，并没有什么不妥。

这个买彩票之人如果最后没有中奖，并不意味着他不应该那样推理，反倒是推理后果告诉了他：既然自己

当时没有足够的运气，就应该再去想其他的办法来弄钱。至少来说，那种推理暂时化解了当事人所面对的

“问题情境”，或者说，他已经沿着化解“问题情境”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在当时的情境下，当事人真

的很渴望自己（运气足够好）花 2 元钱买彩票就会中奖 100 万元，这样的“信念”或“愿望”很重要！相

比之下，至于统计概率上到底有多少比例的彩票最后中奖了，倒显得不那么重要。试想，一位贫困农村学

生说，“如果我努力读书，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到底全校每年考上重点大学的统计概率有多低，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他相信了这句话，并且认为这样的信念对他很要紧。同样的道理，战争中一位士兵觉得一

定要采取某种行动，否则就会丧生，因此他就需要而且应该相信：他能够借此挽救自己的生命。40

与日常推理对于推理合目的性的关注相连，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事实与价值并没有截然的二分

法。与前例中彩票当事人的强烈信念相对应的是一种价值判断，如，“我现在很想要一笔钱”，或“突然的

一笔钱对于我很重要”。对于日常推理者来说，这种价值判断虽然与主观心理状态紧密相连，但同通常所

谓的事实“我现在去买一张彩票”并无质的差别。当事人或别人看到了自己去买彩票，因此“我现在去买

一张彩票”是真的；虽然当事人没有“看到”（别人更看不到）但却真切感到突然的一笔钱对于当事人很

重要，因此“突然的一笔钱对于我很重要”也是真的。由此，再来看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省略三段论：“他

不是科学家，怎么会有研究成果呢！”其中应该补充的大前提是什么？专家根据“逻辑科学”会认为，既

然可以省略掉，肯定是事实判断（如“所有科学家都有研究成果”），不是主观的价值判断（如“所有研究

成果都是科学家做出来的”）；而既然可以确定省略掉的是前者，这个三段论一定是无效式。但从说话人所

 

                                                        
37 这里是在塔斯基真理论的意义上拓展使用“语义封闭”一词，意思是说：游戏参与者的任何一种做法都只能用游戏规则

中的既定语义概念来断定。譬如，在某个语义封闭的游戏活动中，你对某一行为的反应或态度只能是“赞成”或“反对”

或“弃权”，而不能是“既赞成又反对”“既不赞成既不反对”或“起先赞成后来反对”或“起先反对后来又赞成”，因为后

面那些是游戏规则所缺少的概念，因而是“违规的”或“不合法的”。 
38 这些“治理”模式有时被称为关于科学的“乌托邦”，并在文学和电影中催生了所谓的“反乌托邦”艺术类型。根据本

文的论证，日常推理者完全可以而且很多时候正是站在反乌托邦的一方的。 
39 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Vol.12, editedy by Jo Ann Boydst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rnest Nage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08, p.111. 
40 C. S. Peirce and Welby-Gregory Victoria (Lady Welby): Semiotic and Signific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 S. Peirce and 
Victoria Lady Welby, edited by Charles S. Hardwick with the assistance of James Cook,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1977, 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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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日常情境来看，只要他是在真诚交际，我们就不能说他省略掉的一定是“所有科学家都有研究成果”，

相反，他省略掉的通常会是“所有研究成果都是科学家做出来的”。毋庸置疑，前后者之间的事实与价值

之界线在他那里模糊了，他一定是将后者至少视为同样“显明的”事实，要不然也不会轻易省略掉。41

（V′）日常推理重视推理过程的经济考虑，认为推理是社会性的。每一位普通人都深知，推理不是像

站在两垛草堆之间的布里丹之驴那样，仅仅用大脑静静沉思，它是根植于动态生活之中的一种“经济活动”，

即要花费时间、精力和资源。譬如，你一个人要想基于经验论证“无商不奸”，你得设法与各种不同的商

人打交道，但很多时候，你是付不起这么多时间和精力的；另外，由于所能用时间、精力和资源的不同，

每个人最后论证的结果并不会完全一样。所幸的是，个人天生的有限性可以通过社会合作来弥补。我们人

是社会性动物，因而我们日常推理时并不需要单兵作战，我们可以凭借社会共同体来节约推理成本，追求

最大化效益。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时空局限，但我们可以参考他人的视域；我们无法亲历过去，但我们可

以求诸历史传统；我们无法懂得一切，但我们可以借助权威之说。所有这一切都构不成谬误，正如我们可

以相信科学共同体所提供的专家知识有用一样，我们也可以相信其他的“共同体”有用。因为不像专家推

理所设定的那样，日常推理者不会赋予任何一种大众观点、历史传统或权威之说确定不移的绝对性。这些

东西进入到日常推理中，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会在动态推理中被驳斥或削弱可信度。 

 

与此同时，我们说普通人重视推理过程的经济考虑，还意味着：如果发现独自判断反倒是更加节约成

本时，日常推理者会毫不动摇地诉诸自身常识，或是暂时悬搁判断。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如果独立推

理足够用时。譬如，从太阳当头照，晴空万里，可以直接推断暂时不会下雨。从自己吃过某种食物后出现

呕吐现象，可以直接推断以后对于这种食物要当心。二是，如果求助于大众、传统或权威反倒是不能节约

推理成本时。譬如，你自己对于法语是否易学不能确定，便去找周围或者网络上的其他人求助，而他们反

馈回来的意见不一致，这时自己的独立推理就应该是最为经济而高效的做法。或者，你对于拿破仑的历史

地位不确定时，便去求助于历史文献资料，而它们的记载或评价严重分歧时，这时也唯有自己的重新评判

才显出经济性。再或者，你对于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不确定时，便去求助于各类行业权威，而他们各自有

各自的说法，这时最经济而高效的做法也是回到自己，或者悬搁判断，或者继续观察。 
 
4. 竞争，还是合作？ 
如果上一节我们关于普通人实际推理取向的说法是成立的，如果日常推理并不真的具有什么逻辑谬

误，反倒对于推理好坏有一套不同于专家推理的标准，那么，一个在当前日常说理中显得尤为迫切的结论

似乎就是：对于日常处理的生活事务，普通人在科学专家之外有着理性上的自治（autonomy）。按照推理

心理学对于理性的分殊 42

我相信，这个论点一经显豁，有读者可能立即提出一种异议，即你所谓的与常识推理相对立的专家推

理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推理，因为真正的科学是源于日常生活的，科学家并不绝对地高于普通人。尽管这种

异议将使得本文的讨论成为“与风车作斗争”，即所谓的“稻草人谬误”，但我要很欣慰地说：如果你一开

始就认为“科学源于日常生活，科学家并不绝对地高于普通人”，本文很可能多此一举，顶多只是提醒你

注意，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有意无意地持有相反意见，因此，你的意见需要如前文那样分解与辨明；而如

果你一开始认为“但凡科学的推理总是高于常识推理”，但为了驳斥本文关于常识推理与专家推理的比较

分析，你逐步意识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是源于科学生活的，真正的科学家并不鄙视普通人”，那么，本

文的目的——改变你对于日常推理的看法从而也改变你对于科学的观念——也算达到了。 

，不妨说：相比于科学专家所擅长的非人格理性（impersonal rationality），普通

人所追求的则是人格理性（personal rationality）。说得再具体一点，对于每天所生活的环境，譬如，空气

质量、食品卫生、幸福感、社会风气等等，普通人完全有资格谈论好坏，而且可以独立于科学专家的另种

说法而成立。 

                                                        
41 哲学家罗蒂曾在这方面提醒我们，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掩盖了很基本的一点，那就是：“采用一组真语句来描述我们自

身，这已经等于是选择了一种对于自身的态度；而采用另一组真语句，也等于是选择了另一种态度。”参看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63-364. 
42 参看 Jonathan St. B. T. Evans and David E. Over: Rationality and Reasoning, Psychology Press, 1996, pp.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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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怎样，对于那些坚持认为“以科学家为代表的专家推理总是高于以普通人为代表的日常推理”的

人（不可否认这部分人是存在的），本文迄今所达到的论点“对于日常处理的生活事务，普通人在科学专

家之外有着自主的理性力量”，的确是某种挑战或威胁。因为，从该论点出发，很容易引出的一种质问是：

对于科学实验室之外的日常生活，日常推理能否构成与专家推理的竞争关系？而一旦竞争开始，谁来仲

裁？ 
对此，笔者首先要重申本文的基本论点，即，至少在生活世界上，日常推理或常识思维的确具有独立

于专家推理或曰科学思维的一种理性力量。这个道理，很容易被当代社会“精英治国”、“专家理政”的笼

统口号所遮蔽。但其实，只要你没有忘记，作为人，“我们基本上是逻辑动物”（logical animals）43，“我

们是理性造物（rational creature）”44，都具有“逻辑官能”（the logic faculty）45，而且，在这些方面，普

通人与专家并不会因为分工不同而有根本差别，那么，应该让人惊愕的反倒是：为什么，“学生及公民整

体上越来越依赖‘专家’、编课本的人、教师、律师、政客、记者和电视评论员。随着世界似乎变得日益

复杂，人们趋于被动地吸收信息，对于所见所闻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我们许多人对于接受什么、拒

绝什么并不去主动做出个人选择。”46这里，千万不要说“专家的逻辑官能比普通人高级，后者相对于前者

不值一提（trivial）”，因为，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提醒：某人在一个领域是专家，在其他领域很可能就是

普通人；普通人所代表的“日常推理”并非就是成为科学家之前才会使用的“前专家推理”，而是几乎每

个人（包括某专业的科学家在自身领域之外时的身份）都不可避免使用的推理方式。我们所重申的这种论

点的深刻之处在于：日常推理相对于专家推理的“平等”和“独立”，涉及公民在科学时代或专家社会中

的“主动”角色，即，普通大众在科学时代的地位，并非只是在专家所提供的决策之间投票选择！可以说，

日常推理的自治性正是杜威“参与式或协商式民主”（participatory 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认识论基

础，蕴藏着普特南所谓科技革命之后人类即将出现的“第三次启蒙”的核心内容。47

另一方面，面对关于日常推理与专家推理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竞争的说法，笔者想澄清：如果我们愿

意回到科学实践本身来看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开始就把科学家相对于普通人看作是褒义词，二者之间在

理性空间中的关系与其说是竞争，还不如说是合作呢！总体上，二者采用不同“范畴”的词汇或概念，关

注并回答不同的问题形式，可以说很多时候“交错而行”（cross purpose），但即便如此，它们仍是“行走

在同一条大道”上的推理之争，是对于同一对象（subject matter，即我们这个世界）的合作“探究”。从前

文的讨论，我们应该能认识到，实际的科学实验工作中不仅有精密的仪器，而且还有科学家个人用普通的

眼、普通的手对于仪器的运用，更有科学家作为普通人的内心感受参与到科学结论的判定中去。当我们注

重实验室中专家本人的知觉和意识时，我们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信任日常推理；而看重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

观察和思路，就等于信任实验室里一切与感官相关的判断和操作。因此，至少可以说，专家推理与日常推

理之间是连续的，并无截然的分割线。显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意味着科学仪器或精密工具与手眼之力之间

无差别，但由连续性的观点来看，专家推理相对于日常推理来讲就是哈克所阐明的那种“长臂”（long arm）

而已。

 

48

                                                        
43 C. S. Peirce: The Essential Peirce, Volume 1, edited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J. W. Kloese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12.  

 在有些时候，长臂之人可以做到普通手臂之人所不能完成的事情，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前者在所

有事情上都优于后者。毋宁说，他们之间的关系犹如寓言故事中长颈鹿和小羊那样：尽管长颈鹿在体形上

比小羊又高又大，但毕竟“各有所长，相互补益”。譬如，普通人在推理时如果无法获得某些材料或不能

确信自己的结论时，会寻求传统习惯，当然也会寻求相关专家推理的“科学数据”作为参考之一，并在自

己进一步推理时加上“根据……专家的说法，我认为，……”之类的说法；专家推理中所要解决的难题如

果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一定也首先会倾听或搜集普通人的对于该生活问题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然

44 Ronald Munson and Andrew Black: The Elements of Reasoning, Sixth Edition, Wadsworth, 2012, p.viii. 
45 Robert Hanna: Rationality and Logic, The MIT Press, 2006, p.25. 
46 M. Neil Browne and Stuart M. Keeley: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A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Eigh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7, p.x. 
47 H. Putnam: Ethics without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89-108. 
48 Susan Haack: Defending Science-within Reason: Between Scientism and Cynicism, Prometheus Books, 2003, pp.9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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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将其还原为相应的专家系统，以确保专家推理没有在一开始就偏离真实的问题本身。同时需要提醒的

是，我们这里说专家推理与日常推理各有所长，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大事归专家推理，小事归日常推

理。”其实，对于任何日常事务，不论大事或是小事，专家推理与日常推理都是各有各的方式，各有各的

优势：譬如，关于天气质量（这是可大可小的问题）的判断，普通人当然没有摄氏度变化或PM2.5 值的精

确变化，但对于穿多少衣服才感觉舒适，对于什么时候天空最为透亮，对于什么才是符合人们需要和利益

的天气，专家推理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普通人的感受，甚至要对于既有测量值设法选择合适的解读方式以

便与普通人感受相符。49

这里的互补关系，我们可以借用当代逻辑哲学讨论中凸显出来的“保守扩充”（conservative extension）
概念来澄清。一套形式语言或自然语言如果原本是融贯的或可用的，我们可以通过引入新的算子或词汇来

丰富原有语言系统或理论，但此种扩充绝不是随意而为的。

 

50 其中的“约束性”首先体现在“保守性”上，

即“虽然在新理论中我们可以证明很多原本在旧有理论上甚至都不能表达的东西；但它得是原有理论的‘保

守扩充’，凡是由原来有限词汇所表达却不能在原有理论得到证明的命题，同样也不能在新理论中得到证

明。”51

 

 将之适用于我们的科学思维与常识思维之分，可以说：即便科学术语试图对于日常用语进行扩充，

从而更加充分或精确地表达事实或观念，但引入新词汇后所形成的那套“丰富的”、“科学的”语言必须确

保不能否认在日常语言中明确视为真的判断，否则此种扩充就不具有保守性，因而也就是失范的。举例来

说，孩子的语言，可谓最为朴素的，但它自有规范性，即其中总有一些是明确为真的（如“人是要吃饭的”），

另一些明确为假的（如“人可以不吃饭”）。大人的语言可以把孩子的意思表达得更加准确（如“正常人需

要不时吃饭才能保持健康或存活下去”，这相对于孩子的语言来讲是一个新增的真命题），但它却不能把在

孩子那里明确为假的话说成是真的（如“人可以不吃饭”）。同样，科学专家的语言可以把孩子的意思表达

得还要细致（如“人作为一种生物体需要通过吃饭来补充营养，维持新陈代谢”，这相对于孩子的语言来

讲是一个新增的真命题），但它也不能把在孩子那里明确为假的话说成是真的（如“人可以不吃饭”）。也

就是说，虽然孩子的语言总是处在学习与成长之中，但大人的语言甚至科学专家的语言并非否认孩子的话，

在理想状态下，前二者应该是对于后者的“保守扩充”，后者应该是前二者得以“扩充”的基础。 

 

批判性思维与系统辩证思维 
 

贺善侃 

东华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Email: hsk525@sohu.com 
 

 

内容提要：批判性思维在系统辩证思维中起着重要作用。从系统辩证思维形成的前提看，批判性思维

是系统辩证思维形成的必要条件；从系统辩证思维形成的过程看，批判性思维是系统辩证思维形成的必经

环节；从系统辩证思维的实质看，批判性思维是系统辩证思维的推理进程，是对事物矛盾的分析和综合，

是推理和“推行”的统一。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  系统辩证思维 
                                                        
49 有时还要向小孩子解释，譬如，假若专家认为有所谓看不见的“皇帝的新装”，他必须主动向小孩子解释明白，以不违

背小孩子的感受。从哲学上辩护，普通人甚至小孩子的感受之所以不容怀疑，主要是因为那些是每个正常人只要清醒都能

发现的现象学事实，而非任何主观随意的心理状态。 
50 正是普奈尔发明的奇怪联结词 Tonk 促进了当代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对于句法规则约束性的认识，参看 A. N. Prior: “The 
Runabout Inference Ticket”, Analysis 21 (1960), pp.38-39; J. T. Stevenson: “Roundabout the Runabout Inference Ticket”, Analysis 
21(1961), pp.124-128 以及 Nuel D. Belnap: “Tonk, Plonk, and Plink”, Analysis 22 (1962), pp.130-134. 
51 Michael Dummett: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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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作为驾驭知识的能力，作为广义的创造性思维，不仅存在于日常的思维活动中，而且存在

于高层次的系统辩证思维过程中。联系系统辩证思维研究批判性思维，对于深入探讨批判性思维与认知活

动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一、批判性思维：系统辩证思维形成的必要条件 

 

“批判性思维”是 critical thinking 的直译。在英语中，critical thinking 有怀疑的、辨析的、推断的、

机智的、敏捷的意思。根据这些含义，我们可把批判性思维理解为那种渗透于人们认知活动中的、无所不

在的、对认知对象的分析、质疑、论证能力。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思维能力。具体说来，批判性思维包括： 

（1）演绎推导能力，即根据日常的思维经验和已掌握的背景知识，从已知的知识前提出发，推出特

定结论的逻辑推导能力。 

（2）归纳类比能力，即综合零碎的、不系统的经验，从中得出新知识的能力；探求事物现象间的因

果联系，从已知的结论推导原因的能力；在不同类的事物间进行比较，在异中求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的能力；从已知的现象预测事物发展趋势的能力等。 

（3）批判分析能力，即揭示某特定结论或论证的缺陷的问题质疑能力和谬误识别能力。 

（4）释义分析能力，即通过对特定语句的语义、语境分析，从中析出所蕴涵的预设的能力、概念思

维（限制、概括、定义、划分）的能力等。 

（5）程序推理能力，即对事物的排列顺序、空间关联、构造层次等的分析、协调能力，以及对事物

的形象观察、推导能力等。 

凡此种种批判性思维能力，不仅表现为日常思维的推断、质疑能力；表现为创造性思维中用于发现问

题的求异质疑能力，用于多角度探寻解决问题途径的探求新知能力和用于检验新观点、完成新理论、新设

计、新产品等新成果的综合推理能力；而且表现为系统辩证思维形成的必要条件。 

系统辩证思维的根本特征，在于以辩证的（即联系和矛盾的）观点看待客观事物和人类思维，其实质

在于“辩证”二字。主要体现为：第一，具体性，即辩证思维必须是具体思维，辩证思维形式必须体现对

象的多样性的统一；第二，系统性，即辩证思维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思维，必须是对事物多形态、多侧

面、多关系、多层次的综合把握；第三，灵活性，即辩证思维必须是综合把握事物发展趋势的思维，是对

事物系统发展的动态过程的把握，必须体现对象运动的灵活性与确定性的统一。概言之，辩证思维就是具

体的思维、全面的思维和灵活的思维。 

这种具体的、全面的和灵活的思维是思维的高级阶段。不经过思维的反复磨练、切磋，不到思维的成

熟阶段，是不能形成系统辩证思维的。 

以辩证逻辑意义上的具体概念为例。系统辩证思维的基本形式——具体概念是从整体上反映对象多种

规定性的统一，反映对象具体普遍性和具体同一性的概念。 

具体概念是抽象概念逻辑发展的必然，是认识由浅入深，向理性思维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 

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是复杂多样的，任何认识客体都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为了全面地认识客体，人们

的思维必须进入理性具体阶段，达到对客体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把握。随着认识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

发展，概念也必然由低级向高级转化、发展。这是概念矛盾运动的规律。因为，概念的发展和认识运动在

本质上是一致的。概念是人们的认识成果，又是人们用以认识事物的工具。以抽象普遍性、抽象同一性和

单一规定性为特征的抽象概念，不能反映客观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法把握纷繁复杂、生动活泼的自

然现象和社会生活。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本身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是多种规定性的统一，是发展变化着

的。要准确把握这样的客观对象，就必须有一种能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丰富多样性的思维形式，这就是具体

概念。只有具体概念才能真正揭示对象多样性的统一，揭示对象的内在矛盾，揭示对象的整体本质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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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类的思维一旦达到具体概念水平，也就达到了对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范围内的具体真理的把握。

在思维水平上，具体概念是系统辩证思维成熟程度的标志。 
从逻辑特征分析：其一，具体概念是认识客体活生生内容所固有的概念。具体概念以事物的矛盾内容

为反映对象，而事物作为一个具体矛盾总体，必然具有多方面的质和量的规定性，必然是一错综复杂的有

机联系的整体；具体概念注重在多样性的统一中把握事物的活生生的矛盾运动，其内容必然能丰富而深刻、

全面而准确地揭示出事物的多方面属性，达到比抽象概念更高的境界。从系统观考察，具体概念把握的思

维具体实质上是一个由诸思维抽象作为构成要素所构成的系统。而作为一个系统，一定具有诸构成要素所

不具备的整体性质，整体性是系统的首要特征。具体概念把握思维具体首先必须从对象事物的全面整体性

出发，把思维具体看作是对作为其诸构成要素的整体统摄。具体概念的形成正标志着系统辩证思维的全面

性、整体性。而全面整体性正体现了系统观的核心。 

其二，具体概念是处于辩证运动中的概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变化、发展的，概念要准

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其内容就必须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发展。从认识发展进程看，概念、范畴只是认

识具体现实事物的一些小阶段、环节，而客观世界是永恒发展的，任何概念总是把客观事物分割开来把握；

所以概念总是不完全的、片面的。不过，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分别从不同方面对现实事物作了考察，不

同方面的认识互相补充，逐步克服片面性，人们的概念就越来越丰富、具体。具体概念是一种认识史的总

结，它把人们对客体的不同阶段的认识成果作为一个个内在环节包含于自身，反映了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

上的系统辩证思维水平。具体概念标志着辩证思维的历史阶段性。事物作为一个系统，从横向分析，是诸

构成要素的综合；从纵向分析，是诸历史阶段的综合。把握具体思维的具体概念的这一特性是对事物发展

的动态系统性的反映。 
这种把握了对象多样性的统一，并作为对人类认识史的总结的具体概念，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在具体概念形成过程中，必然经过人们对一对象多方面属性、多方面规定性的反复认识、反复琢

磨。就如列宁所说：“这些概念（即具体概念——引者注）必须是经过琢磨的、整理过的、灵活的、能动

的、相对的、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中是统一的，这样才能把握世界。”52

以具体概念为主要思维形式的系统辩证思维的形成是有条件的。以全面整体性为首要特征的系统辩证

思维必须是：（1）对事物系统全面本质的系统把握；（2）对事物系统诸层次的全面统摄；（3）对事物内部

诸多要素的关联性，包括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

联系等的系统把握；（4）对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关联性的全面系统把握。要形成这样一种系统辩证思维，必

须系统、全面地批判前人的所有有价值的思维成果。而哲学、逻辑、科学都只有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时才

能全面地批判总结前人的思维成果，把本学科的理论提升到系统辩证思维阶段。认识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反

映，但人不能直接地、一下子完全地把握客观世界。人只能通过一个一个的概念、范畴，一个侧面一个侧

面地、一个规定性一个规定性地、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客观世界。从认识的发展来看，概念、范畴只是

认识具体现实事物的一些小阶段、环节，客观具体事物在有限的时间内是不可穷尽的。“一般概念、规律

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

 这里所说的“经过琢磨的、整理

过的、灵活的”等等，正是辩证思维形成过程中的批判性思维过程。不经过各种理论的相互质疑、类比、

互补，不对各种理论进行批判、分析和综合，就不能形成辩证思维成果。例如，科学史上“相对论”和“量

子力学”的具体概念，是经过物理学史各派理论的反复争论、各种观点相互碰撞的结果，它们的形成标志

着 20世纪物理学重大变革；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邓小平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概念则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复认识而达到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更深刻认识成果。 

53

                                                        
52 《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54 页。 

 在一定的阶段上，人们只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某个或某几个片

面；随着实践的深入展开，人们在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认识，形成新的概念，又通过实践检验和发展概念，

经过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争论，人们的认识越来越全面、精确，越来越符合客观现实的具体事物及其变化发

展法则。只有在此时，人们才达到对客观事物的一定条件下的辩证认识，或者说达到一定条件下的系统辩

53 《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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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思维。 

可见，批判性思维是系统辩证思维形成的必要条件。 

 

二、批判性思维：系统辩证思维形成的必经环节 

 

系统辩证思维是对客观事物整体本质在一定阶段上的全面认识，是一种思维具体，而思维具体作为一

种辩证的理性，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在人类认识达到思维具体阶段以前，必须经过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

的这样两个环节。思维抽象作为理性认识的初级阶段，把握事物某一方面的“真”即某一方面的本质，人

们只有在把握了一定数量的思维抽象规定性以后，才有条件把这些规定性综合起来，形成一定条件下的思

维具体。例如，近代政治经济学经过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到马克思这里，才达到了批判总结阶段，形成

思维具体。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在达尔文那里达到了思维具体。近代化学的发展，人们对元素的认识在门捷

列也夫那里达到了思维具体阶段。不经过各种理论的碰撞、不对各种理论进行批判、分析和综合，就不能

达到系统辩证思维的水平，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性思维是达到系统辩证思维的必经阶段。而且，由

于人们的认识是一个不断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因此思维具体总是相对的；相对于更高阶段的思维具体而

言，原先的思维具体又成了思维抽象。就生物学的发展来说，达尔文进化论可以说是达到了系统辩证思维

阶段，但是，一旦深入到探讨进化的原因，深入到遗传学领域，又需要从不同方面考察，又提出了一系列

新的范畴，如基因、遗传密码等等。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的领域事实上又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阶段，原

先的思维具体又成了思维抽象。因此，批判性思维是贯穿于系统辩证思维的始终的。 

作为系统辩证思维必经阶段的批判性思维集中表现为人们在认知过程特定阶段上的意见争论和观点

斗争。 

人的认识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社会认识是无数个体认识的总和。每个人的认识不但受所处时代

一般条件的限制，而且受个人特殊条件的限制。而各人的特殊条件是千差万别的，因而，各人对同一问题

作出不同判断，提出不同意见，这是经常发生，毫不足怪的；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不同意见总是纠缠着、

矛盾着，难解难分；人们通过批判性思维，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经过逻辑论证、实践检验，互相补充，

互相启发，才能明辨是非，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这里所说的“意见争论”，正是贯穿于人们认识发展过程中的批判性思维。从意见到思想理论，使人

们认识深化的必然过程。所谓意见，是未经充分逻辑论证和是实践检验的阶段性认识成果。柏拉图认为，

意见“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无知”，“乃是比知识暧昧，但是比无知明确的东西”，“是介于知识与无知二者

之间的东西”。从认识论特征分析，意见具有如下特征： 

（1）多层次性。在认识过程中，它可表现为感性经验、知性判断、初步的理性综合； 

（2）多元性。对同一对象，由于认识主体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反映的层次和侧面不同，可有

多种意见并存，这些意见在实践中证实或根据需要取舍之前，都有存在的理由； 

（3）私见性。它属于特定认识主体的“主观见识”，尚未取得普遍性品格，即使是某种真理性或有效

性的意见，也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尚未成为共识； 

（4）待验性。它作为阶段性认识成果，是对问题的探索性、尝试性解决，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未

经过实践检验。 

可见，对于意见这种认识的“半成品”，必须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论证、检验，而对各种意见的考察、

论证、检验，就是对各种意见的比较，其中难免有冲撞、质疑。这一整个过程，就是“意见争论”的过程。

意见争论在认识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是达到真理的必经环节，也是形成辩证思维的必经环节。早在古

代，人们就把辩证法当作一种通过辩论和意见争论而增长智慧的学问。毛泽东也指出：“各种不同意见辩

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54

在意见的矛盾斗争中还包含着观点的斗争。观点是带一贯性的看法，是贯穿于意见之中，统摄着各种

 

                                                        
54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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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或态度：一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是主观盲目的态度。

批判性思维提倡实事求是态度，主张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不怀成见地开展自由讨论，像荀子所说的“以学

心听，以公心辩”，这样，真理就会越辩越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性思维是纠正错误、探索真理的思

想武器。主观盲目的态度为批判性思维所不容。如果采取主观盲目的态度，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虚

心考察、分析，就有可能把自己的一点成见片面加以夸大，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批

判性思维符合辩证思维的本性。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我们应从辩证思维的高度来认识批判

性思维，而不能仅把批判性思维与普通逻辑思维或日常思维相联系。 

 

三、批判性思维：系统辩证思维的推理过程 

 

同普通思维中的批判性思维不同，系统辩证思维中的批判性思维是在辩证思维进程中进行的，因而，

尽管作为批判性思维的基本功能是共同的，但究其实质而言，批判性思维在普通思维和辩证思维中的还是

有本质上的不同。系统辩证思维中的批判性思维以对事物矛盾的分析与综合为特点，是辩证思维的推理过

程。它所揭示的是客观事物或人类认识活动深层次的整体本质，所展现的是认识对象的客观规律。 

作为对事物矛盾的分析和综合，批判性思维以对事物原始基本关系，即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的

批判考察为起点；以对事物矛盾运动进程的批判性考察为中介；以对客观必然性与人的目的的相结合，即

主观意向与客观现实的统一为终点。作为系统辩证思维的推理进程，批判性思维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

是要揭示对象的最初、最简单的关系，即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推出客观事物所以然之故。第

二步是从事物的基本关系出发，深入分析事物各矛盾侧面，又综合把握，研究矛盾运动方式。第三步是在

矛盾充分展开的基础上，推出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使矛盾得以一定程度的解决。在此，对事物矛盾的

分析和综合过程与辩证思维推理的进程无疑是一致的，任何事物的发展本身都经历着其内在矛盾的产生、

展开和转化三个必然环节；任何一个完整的人类认识运动的进程也经历着三个环节：（1）从事物的现象和

错综复杂的联系中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据，把握一个领域的原始关系；（2）在反复接触实践的过程中，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展开一定的理论体系，较完整地再现事物的整体；（3）理性认识回过来指导实践，在

一定条件下达到认识与对象的一定程度的统一。辩证思维中的批判性思维正是遵照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过

程及人类认识运动的过程，以对对象的矛盾运动客观进程的自觉把握为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批判

性思维是一种自觉的辩证思维，对这种批判性思维的把握标志着思维主体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的批判性考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中日战争发展进程的

批判性考察；都是典型的作为系统辩证思维推理进程的批判性思维进程。 

作为系统辩证思维推理进程的批判性思维是推理与“推行”的统一。冯契先生在《逻辑思维的辩证法》

中提出了辩证思维推理应是推理与“推行”相统一的重要思想。他认为，辩证思维的推理，要从相通之理

推出“情之所必至”，又推出“势之所必反”；要“存其通”，又要“存其变”；也就是说，既要掌握事物发

展的一般相通之理，又要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灵活运用，指导具体行动。这样的推，就是推理

和“推行”的统一。55

推理与“推行”的统一，是辩证逻辑推理观的重要原则，也是辩证思维中的批判性思维的重要原则。

依据这一原则，辩证思维中批判性思维的每一步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对事物的批判性考察必须把实践

作为一个内在环节包括在内；辩证思维的批判，不是纯概念的推演，而是客观现实联系的理论再现。批判

考察结论的得出，必须以实践为依据，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能搞经院式的空头概念批判。马克思的《资

本论》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例如，毛泽东“持久战”的结论是在分析中日双方实

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批判是以抗战以来十个月的实际经验为前提的；

对中日战争的分析更是以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为佐证。在展现中日战争发展三阶段时，毛泽东再三强调：

“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描画的东西

 所谓“推行”，在此可理解为“实践的推理”、“行动的推理”。 

                                                        
55 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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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56

可见，在系统辩证思维推理进程中，既有对事物矛盾运动进程的分析与批判；也有对理论所包含的真

理性的分析与批判和对理论与事实辩证关系的分析与批判；还有对认识主体的目的性的分析与批判。批判

性思维贯穿于系统辩证思维的全过程。 

 这正是对推理与“推行”原则的强调。毛泽东的《论持久

战》提供了作为辩证思维推理进程的批判性思维的典范。 

 
 
    【编者按】2014年10月，我国著名海洋地质学家、同济大学院士汪品先院士致信《文汇报》编辑部

（http://whb.news365.com.cn/tp/201410/t20141015_1356376.html）。信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科学究竟

是生产力还是文化？第二，汉语在科学创新中是什么地位？第三，如何弥合科学和文化的断层？认为尽管

这些年我国的科技实力不断增强，但在科学原创、重大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表现仍不尽如人意，其原因主要

在于缺乏创新的文化自信。为此，汪院士建议《文汇报》与上海市科协共同主办以“重建我们的创新自信”

为主题的讨论活动，以激发和活跃全社会的创新思维。在此背景下，同济大学医学院崔映宇副教授从批判

性思维教学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他对于如何重建创新自信的看法。 
 

批判性思维教学与实践益于重建我们的创新自信 
 

崔映宇 

同济大学医学院 

Email: yy-cui@126.com  
 
 

读罢我校汪品先老师的“如何重建创新的文化自信”一文，针对文中所秉持的“文化层面的问题致创

新精神不足”的观点，笔者深表赞同。笔者认为中华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 “枪打强行出头鸟”的

生活现实以及国人“崇洋媚外”心态是桎梏中国学者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三大文化潜因。欲

把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必须从文化氛围的营造、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以及创新

成果评估和激励机制的革新三个层面进行深思、谋划、破局，培养和汇聚一批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勇于重新、敢于创新并善于创新的人才。本文仅就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谈点个人浅见： 
创新需要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勇气的人才，此类人才具有非同寻常的信息分析能力，具体思

考和深入思考的意识和能力，而此类人才的培养需要改革当下的教育教学模式，加快从知识课堂向思维课

堂的转变，将“批判性思维教学法”融入到知识课堂传授的全过程。批判性思维是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

是对思维的思维，通过思维诊断、审查和反思，使思维更趋客观、理性和严谨，是独立思考精神和严谨审

慎态度的统一。批判性思维不等于否定，而是谨慎反思，其精神核心在于：求真，公正，开放和反思。批

判性思维者既大胆质疑，更谨慎断言，不仅虚怀若谷、坚守理性，更勇于和善于创新。 
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肇始于古希腊，其对应英文 critical 一词源于希腊词 kriticos，意即“基

于标准的、有辨识能力的判断”。苏格拉底是批判性思维的首创者和实践者，著名的“苏格拉底问答法”

即是一种探究性质疑的教学法，也是第一个“批判性思维教学”模型。实际上，在我们中华文化的机体中

并不乏批判性思维的基因，如《礼记·中庸》中主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

中的“审问、慎思、明辨”就是合理性反思的最好诠释。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就彰显了这些院校对“批判性思维教学”和“创新人

才培养”等教学和人才培养理念一以贯之的重视和执行。 

                                                        
56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62 页。 

http://whb.news365.com.cn/tp/201410/t20141015_13563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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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的主要技能包括：理性分析和理解各种问题，收集必要和多面的信息，辨别虚假和迷惑的

数据资料，评估现有系统的局限或缺陷，进行真实、有效的推理，挖掘有问题的隐含假设，构造新的解释

或替代方案，做出全面、平衡的决策，追寻最佳的选择、效益，等。这些在中华文化的教学理念中，也多

有体现，如：“无疑不成教”，“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然后知

不足，教然后知困”，“学（xiào）学（xué）半”，等等。 
批判性思维教学要求教师从传授知识转变为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优化学生的思维结构，以提高学生

建构知识的独立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创造新知和发现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让每

个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潜能，使其树立“问题视野比知识视野更重要”的理念，因此，在具体教学实践

中，教育者自身首先要有批判性思维，在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上要以学生为中心，有“学生主体意识”，

真正以学生为本，积极倡导并努力践行“问题为导向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法”。 

此外，批判性思维也是个人自律的基础，善于批判性思维与反思是思想成熟的标志。批判性思维是通

向美德与智慧的途径，最大的批判性思维当是个体对自身行为、处世态度和人生的反思。 
批判性思维是创新思维的前提和基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科技工作者应坚守的基本职业理念，

大胆假设需要创新性思维，而小心求证则需要批判性思维。基于“再大胆的假设也必定建立在对前人认知

扬弃的基础之上”这一客观事实，在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引擎、“知识、能力、人格”三维素质熔铸为导向

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无论如何强调“批判性思维教育教学”

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一言以蔽之，批判性思维教学和实践的推广有益于重建我们民族的创新自信！ 
 
 

【他山之石】 
 

批判性思维：本质与作用（下） 
 

作者：Peter A. Facione       译者：都建颖 
华中科技大学外语学院 

                      Email: 112186178@qq.com  
 
（续第 21 期） 

 
批判性思维：是什么，为何重要？ 

 
 
 
 
 
 
 
 

认知科学中的“思考” 
 
近年来，在有关人类思维和决策的科学研究中，涌现出不少新兴理论。这些理论认为，与大众文化中

的概念相比，思考应多一些整合性，少一些二元性。对于过分简单地理解人类思考方式的提议，我们应持

两个并行的功能、理性、决策系统 
系统 1 系统 2 

做出快速、全面、联想的判断； 
自觉的、训练有素的、随动的； 
可以屏蔽或获取系统 2 的支持。 

做出深思熟虑的、基于标准的判断； 
深思的，合理的，系统的； 
可以加强或抑制系统 1。 

 

mailto:1121861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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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态度，并避免严苛、死板的二分法，如“理智 vs 情感”、“直觉 vs 深思”、“创造力 vs 批判力”、“右脑

vs 左脑”、“火星 vs 金星”。 
在流行观念中，智慧通常会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意识到人们对眼前情况往往做出仓促的、近乎

直觉的反应和决策。例如，美国高速公路上的许多事故之所以能避免，是因为司机能看到危险，并做出应

急反应。许多好的决策似乎是凭直觉，但实际上是基于专业知识。好司机在危急时刻做出的决定，就像训

练有素的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有天赋的老师在与学生互动中所做的决定一样，是基于专业知识、培训和

实践。 
在日常生活和与周围事物接触中，我们通常可能草率做出决定，也可能会深刻思考。当面临一个重要

的工作项目，或个人关系，以及关于法律问题的决策时，我们也许会担心，但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我们收

集信息，考虑选择，探索可能性，从而形成想法：打算做什么，为什么这是正确的选择。亦即对相信什么

或做什么进行针对性和反思性判断，而这正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 
最近，人类决策综合模型提出，对思维过程的最好描述不是一个对立的二元结构：“直觉对反思”，而

是一个功能整合的两个相互支持系统：“直觉和反思”。这两个系统的思维存在于每一个人，并能在认知上

并行处理即将决定的事务。 
系统 1 具有更多的自觉、反应、快速、整体的性质，认知科学家经常将这个系统命名为“系统 1”，

以免和流行文化的思维观念相混淆。而另一个系统更审慎、更具反思性、更数值化和规范化，它被称为“系

统 2”。 
在系统 1 的思维里，一个人极其依赖各种各样的启示法（heuristics，认知策略[cognitive maneuvers]），

如关键情境特征、容易关联的想法、生动的记忆等，以做出快速和自信的判断。在熟悉的情况下，系统 1
的思维在紧急时刻特别有用。 

当系统 1 运作时，系统 2 也在工作，除非我们因滥用酒精或药物，或因恐惧或冷漠而关闭它，它是我

们更具反思性的思维系统。系统 2 对身处陌生环境、时间充裕时做出判断非常有用。它允许我们在相关原

则、标准或规则的指导下，处理抽象概念、深思熟虑、提前计划、仔细考虑选项、审查和修改我们的工作。

尽管启示法的正确或错误应用也会影响系统 2 的决定，但这个系统依靠清晰的理由和充分的论据。其推理

是基于仔细分析、客观评价、详细解释和自我修正。这个系统重视知识诚信、分析性预测、成熟判断、公

正求真、不偏不倚。我们依赖这个系统来审慎思考复杂、新奇、高风险、高度整合的问题。 
教育者敦促我们提高批判性思维技能和加强使用这些技能的习性，因为这或许是开发和完善系统 2 推

理的最好方式。 
当风险高、充满不确定性时，系统 1 和系统 2 都是重要的决策工具。这两个认知系统能够互相监控、

并可能互相抑制。这是人类在做判断时，减少犯愚蠢、一般性、甚至危险错误的方式之一。人类思维远非

完美，即使优秀的思考者都会犯系统 1 和系统 2 的错误。有时我们会错误解读，或者弄错事实，因而犯下

错误。但我们的错误通常与认知启示法（cognitive heuristics）的影响及误用直接相关。因为当我们做决定

时，都倾向使用这些启示法。请看我们是如何受其影响的。 
 
 
 
 

认知启示法是思维策略，这种思维策略有时似乎是人类天生的。它们影响两个思维系统：直觉思维系

统 1 和反思推理系统 2。在系统 1 思维中运作更多的启示法有五种，它们是：可利用性、情感、联想、模

拟、相似。 
可利用性（Availability）  过去经历的生动记忆或故事在人们心中的重现，可能诱使人错误估计这种

经历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人们通过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或朋友身上的故事，来解释自己的决定。这些故事

可能不具科学代表性，而且事件可能出错，被误解或曲解。但尽管如此，这样故事的力量，是往往以一种

以她的名义寻找坚实的理由，审查每一个事实，每一个观点。勇敢质疑一切，包括是否

真有上帝。因为，如果有，他一定认可对理性的尊重，而非莫名的恐惧。 
——托马斯·杰斐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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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方式，引导人做出这种而不是那种的选择。 
情感（Affect） 当你对某个想法、建议、人、物等等产生立刻反应（是正面的或负面的）时，情感启

示法就在运作。这种“本能反应”的情感机制让我们对事物形成第一印象。对一个想法的强烈的情感反应，

会需要很多的系统 2 的推理思维才能克服，但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常常应该这样做，因为无法保证本能

反应永远是对的。 
联想（Association） 联想启示法让我们从一个词或想法联想到另外的词或想法。例如,有人把“癌症”

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有人将“阳光”与“幸福”联系在一起。这些联想推理有时是有益的。例如，如

果将癌症与死亡联系，因而你可能戒烟，并定期检查。但有时同一个联想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做出不明智的

决定，例如如果将“癌症”与“死亡”联系，因而你感到恐惧和悲观，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癌症症状，你不

寻求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以致为时太晚。 
模拟（Simulation）  模拟启示法让我们想象各种场景将如何发展。人们经常想象一次交谈可能如何

进行，想象见到某人，那人会怎样对待他们，当处理某些棘手问题时，想象他们的朋友、老板、爱人会说

什么。这些模拟，像我们头脑中的电影，在艰难时刻来临时，帮助我们做好准备，表现更好。但是，模拟

机制也会引发我们错误的预期。人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回应，事情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我们的准

备可能会失败，因为模拟机制诱导我们认为事情会按我们的想象进行，但事实却大相径庭。 
 
 
 
 
 
 
 
 
 
 
 
 
 
 
 
 
 

 
 

相似 （Similarity） 相似性启示法是指我们注意到自己在某些方面像某人，因此推断这个人出了什

么事，自己也可能会有类似的遭遇。相似性启发式策略就像一个类比论点或隐喻模型。如果我们关注到的

相似性是本质上的，并且相关，推理将更有保证。例如，老板因你的同事未完成销售指标而解雇他，你的

合理推论是：如果你未完成销售指标，同样也会被解雇。但有时这种相似可能是肤浅或不相关的，这将使

推理毫无根据。例如，你看到一个电视广告，身材苗条的年轻人享受令人发胖的快餐食品，因此推断，你

也年轻，同样可以放纵对快餐食品的渴望而不赘肉横生。 
似乎和系统 2 思维更相关的启示法和认知偏差包括：追求满意、厌恶风险或损失、调整式锚定，和控

制错觉。 
追求满意（Satisficing） 我们考虑替代选择时，会感到满意。当找到一个很好的实现个人目标的方案

领导决策过程中的批判性思维 

无论是商业还是军事等领域，具有领导力和责任感的成功人士都会运用批判性思维技能解决问

题并做出合理决策。此处我们列举其中几个较为明显的环节，尽管实际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要复

杂得多。 

 识别关键因素 

◦ 分析战略环境，识别成员和领导 

◦ 了解事件及战略环境中的其他因素，寻找危险、机会、弱点、优势的迹象。 

 预测逻辑后果 

◦根据对战略环境的准确了解，通过逻辑推导出各种行动可能导致的结果 

 预判风险及不确定性 

◦ 根据战略环境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推测每个行动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 

 评估备选方案 

◦ 评估预期结果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 评估风险、机会、可选方案及后果 

◦ 解释整体战略目标的决策原则以及计划和实施准则（证据、方法、标准、理论假设、背景） 

◦再次检验：反思以上每一步决策时的思维并做必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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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常认为完成了各种审议，有种满足感。当然采用这种方案！也许它并不尽善尽美，但是已经足够好，

应该当机立断，势在必行。 
与追求满意启示法相伴的，是敷衍了事。敷衍了事指我们所做的选项只是“目前足够好”。我们的生

活经常在满足和敷衍了事之间穿梭。有时，回想个人所处的状况，会纳闷为什么自己当时满足于那么低的

标准。如果学习再努力一点，工作再认真一点，照顾自己再好一点，处理关系再融洽一点，也许自己的生

活会是另一番情景。但当时每一个决定都认为是“目前足够好的”。 
厌恶风险、损失（Averse to risk and loss） 我们天生就厌恶风险和损失。我们做决定的基础常常是

我们会失去什么，而不是可能的收获。在许多情况下这一招非常有用。人们不希望失控，不想失去自由，

不想失去拥有的生活、家庭、工作以及财产。高风险的赌博最好留给那些能承受损失的人！拉斯维加斯没

有修建那些数百万美元的赌场酒店，因为度假者总是赢者！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采取预防措施，避

免不必要的风险。然而，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对我们不利，但后果有时是如此严重：为了不失去已经拥有的，

宁愿放弃可能获得的。有时这是一个最糟糕的决定。历史多次证明：规避风险的企业往往无法成功地与那

些愿意更大胆地开辟新市场或引进新生产线的企业竞争。 
任何启示法只是一种策略，也许为思考或行动提供了捷径，但肯定不是一个安全法则。依赖这种启发，

通常可能会很顺利，但不会时时都是最佳。 
例如，一个害怕损失的人在政治和经济上趋于保守，这本无可非议。试想一下厌恶损失对实际决策的

影响。我们更容易安于现状，即使它慢慢恶化，也不拥护“激进”的变化。然而遗憾的是，当人人呼吁变

革时，往往需要一个更大的动荡来促使必要的转变，甚至有时，情况已经恶化到极点而毫无退路。我们不

禁要问：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有所行动？ 
调整式锚定（Anchoring with adjustment） 我们在做评价性判断时，调整式锚定就在发挥作用。我

们自然会将评价结果确定或锚定在某一级别。例如，一个教授评价一个学生的论文是 C+。获得其他信息

后，可能会调整判断：这个教授可能会认为这篇 C+的论文和 B-的论文差不多，因而决定上调评分。有趣

的是，我们通常不会重新全面评估。我们抛了锚，可以上下微调，但不会把它完全拉出水面，重新定位。

俗话说，第一印象很难消除。这种启示法的优点在于它允许我们继续前进。我们已做了评判，还要改其他

论文，完成其他项目，关注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不可能总是重新评估每件事物。其弱点是，我们有时初始

判断就是错的，很难给人第二次机会。 
控制错觉 （Illusion of Control） 控制错觉启示法随处可见。很多人高估了自己掌控局面的能力。我

们计划自己的言行、操控情况，分享或隐蔽信息，以为能藉此把握事态的发展，控制别人的言行。而实际

上，我们的言行对未来事件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尽管偶尔确实可以控制。例如，我们可以通过锻炼身体、

不吸烟、注意饮食，以保障健康。如果开车，就不喝酒，以避免发生交通事故。遗憾的是，有时我们高估

了自己的控制能力，即使健身或精心自我照料，仍然可能生病；即使滴酒未沾，也会卷入车祸。无论付出

多少努力，工作仍然可能失败；无论学习多么刻苦，考试成绩可能仍不理想。 
控制错觉策略往往会导致我们误解个人的影响力或对过去事件应负的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后见之明偏

误（hindsight bias）。一帆风顺时，我们可能高估个人行动对整个事件的影响；而遭遇挫折时，可能低估了

应负的责任。我们都听到过人们吹嘘由于自己的付出，才有这样美好的结果。我们制定了伟大的计划，看

我们的生意多么兴隆。事业的成功源于周密的计划，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也许如此，然而在经济萧条时

却并非如此。成功多大程度来自计划，多大程度来自外部环境，这点并不清楚。也许，我们都经历过这样

的时刻：本来我们应该对一些错误负责，但我们对自己说，嘿，也许我也有错，但不完全怪我。“孩子们

上学迟到不是我的错，我已经按时穿好衣服，准备出门”。似乎孩子迟到不是我的责任，我也帮不上忙。 
 
 

 
 

愚蠢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同一件事情，却期待不同的结果。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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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启示法模式的研究并不旨在评估这些模式究竟好坏与否。可能上面对那些启示法的描述并不完

全中立或客观。事实上，由于生活的复杂性，依赖启示法可以是有效的决策方式。我们不可能在每次决策

时都投入最大的认知资源。 
我们研究这些启示性思维现象只是想记录人类实际上如何思考。这样做有许多益处。例如，如果我们

发现人们思考常规问题时，反复出现某一固定类型的错误，我们也许应该设法干预，以避免重犯此类错误。 
这一关于实际思维模式的研究对于这些人尤其有价值：他们希望通过有效干预，提高医疗决策、商务

决策，提高团队协作效率等。 
大众文化提供了另一个值得质疑的决策神话，认为当我们进行反思性决策时，会仔细权衡每个选项，

并依次对每个选项给予充分考虑，然后再做抉择。也许我们都应该这么做，但人类决策研究表明，事实并

非如此。为了解释人们作出决策后便坚信不移，并自信地付诸行动的现象，研究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

们是在建立一个支配性构架（Dominance Structure）。概括地说，这一理论认为，当我们选中一个足够好

的选项后，通常会夸大其优点和忽视其缺陷。我们不断提升某一选项在心中的地位，直至成为支配性选择。

我们因此形成决策定式，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信心，并且理直气壮地排除其他选项。虽然这些选项与我们的

支配性选项实质差别不大，但是，我们为支配性选项投入了如此之多，以至于能够对其他选项置之不理，

仅根据我们的支配性选择来行动。实际上，在这选择的支配下，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会重新衡量

和考虑其他选项。了解支配性构架这一自然现象，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让别人改变想法是如此之难，以及

为什么我们做决定的理由比其他人的反驳都更有力。这无关对错，只是揭示了人类能够下意识地建立决策

防护机制，并满怀信心地按决策行动，而这种信心也许有根有据，也许是毫无道理。 
意识到支配性构架的力量，我们就更能理解教育和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在做出抉择之前，应尽可能

全面了解和仔细反思。因为我们毕竟是人类，一旦建立了支配性构架，就可能固执己见。我们有可能推翻

和修改错误决定，但这远比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对要难得多。 
除了上面提到的，启示法还有很多种。支配性构架也有更多内容，它既作用于团体，也作用于个人，

因此我们应对其多加了解，设法减少不成熟的“足够好”选项带来的问题，通过合理的教育项目或干预机

制，帮助人们更有效地运用系统 1 和系统 2 进行决策。我们还需要更多地了解人类思维，了解如何优化不

同年龄阶段个体的思维、如何优化同龄人的思维、如何优化影响人际关系的层级结构中团体的思维。幸运

的是，今天我们对人类思维和决策的了解已远远超出前几年。 
 
为什么进行批判性思维？ 

 
为什么批判性思维中的解释、分析、评估、推理、说明和自我调整等认知技能对你是有价值的呢？ 
除了我们在这篇文章的开始提到的批判性思维的积极效用和不进行批判性思维引起的问题以外，为什

么学习用批判性思维面对生活和处理个别问题是有价值的呢？它会让你在工作上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学

习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吗？ 
科学地讲，它的确能够帮你提高学习成绩！一项样本超过 1100 名大学生的研究表明，批判性思维技

能测试成绩与大学 GPA 显著相关。该研究也表明，批判性思维技能是可以习得的，GPA 可能随之提高。

对这一假说的进一步支持是批判性思维和阅读理解成绩显著相关。一个改善，另一个也会提高。如果一个

人能更好地阅读和思考，那么怎么不可能做得更好、学得更多，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呢？这种可能性是存

在的。 
 
 
 

 
 

学习、批判性思维以及我们国家的未来 
“未来属于组织人们学习的社会… 一个渴望高收入和全民就业的国家必须制定政策

鼓励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学习知识和技能。” 
——选自雷·马歇尔、马克·塔克著：《为了生活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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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成绩只是眼前的好处。从长远来看，谁真的在乎呢？大学毕业两年后、五年后，GPA 的真正含义是

什么？现在大学水平的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半衰期约为 4 年，这意味着技术发展如此之快，变化如此之大，

在大学毕业四年左右，职业培训急需更新。因此，如果大学唯一的好处就是获得入门级培训和工作资格，

那么它的价值就具有时间的限制。 
 
 
 
 
 
 
这就是它的全部意义吗？工作固然重要，但大学教育就是为了获得一份好工作吗?也许有些人无法看

到其深层价值，但很多人能看到。大学教育，不论是两年还是四年，其主要目的是实现人们所说的“自由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种自由不是除了满足学分要求外就去漫无目的、一知半解的学习。自

由是一种“解放”的感觉。获得解放的到底是谁？是自己！从某种类似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从何

处解放出来”呢？ 
从教授那里解放出来。他们不再是绝对权威的象征，我们有能力挑战、怀疑、质疑他们的观点。事实

上，这正是教授对学生的期许。他们希望自己的学生超越自己，探索未知，为人类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做出

自己的贡献。（当教授是一件奇妙的工作——老师教得越成功，学生的依赖性就越小。）  
 
 
 
自由教育让我们不再幼稚地盲从权威，远离弄巧成拙的相对主义和模棱两可的语境论。它的最高境界

是进行原则性反思判断。学习和培养批判性精神，不仅是方法，也是目的。一个人如果不擅于批判性思维，

缺乏如上所述的批判性气质和技能，无论他的学位多高，都不能说获得了自由教育。 
自由教育的内涵的确比批判性思维更丰富。其方法、原则、理论和知识获取方式适用于不同学科领域，

涉及文化、艺术和精神等诸多方面。一个人的决策会逐渐演变，变得有原则，正直，关心公共利益和社会

正义。 
人们已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受国际和当地政治、社会、心理、经济、环境和物质力量的影响。文化、

语言、种族、宗教、民族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动日益增加。人们不断反思人类存在、意义、爱、生死等

永恒主题，提升人性情感。 
人类具备洞察、鉴别和评判一切善恶的能力。一旦心灵觉醒、成熟，并得以适当培养和教育，自由教

育核心中的其他部分也将共同发展。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批判性思维起着重要作用。 
仅仅如此吗？批判性思维的意义是否不局限于个人，而且对社会也产生影响？ 
专家认为批判性思维即便不是理性和民主社会的本质，也是其基础。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人们放弃了批判性思维，民主还是明智之举吗？想象这样的选民，他们不关心事实，不愿考虑利

弊，或者即使有这个意愿，也没这个脑力。 
想象你的一生、你的朋友和家人的性命都掌握在这样的陪审团和法官手中，让他们的偏见和陈规支配

他们的决定，他们不审查证据，对推断、调查不感兴趣，也不知道如何推断或评价。如果没有批判性思维，

人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会更容易被剥削。放弃批判性思维，其危害不局限于小家庭的支票账户。

假设参与国际商务的人员缺乏批判性思维技能，他们将无法分析和解释市场趋势，评估利率波动的影响，

或者解释这些因素对大规模商品生产和销售的潜在影响。假设这些人无法从经济事实中得出正确的推论，

或无法正确评估索赔，在这种情况下，严重的经济错误在所难免。整个经济领域将变得不可预测，大规模

经济灾难将变得极有可能。如果一个社会不重视和培养批判性思维，我们有理由推断，司法系统和经济体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共识： 
有目的的、反思性的判断， 
表现为对证据、背景、方法、标准及概念的合理考察， 
以便决定相信什么或者做什么。 
                                 ——德尔菲项目执行报告， 1990 年加州学术出版社 

自由教育是“学会学习”，它意味着独立思考和与他人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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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将会瘫痪。在这样一个社会，不解放其公民并教会他们为自己而思考，提倡民主政府将是痴心妄想。 
 
 
 
 
奇怪的是，商界巨头和民间领袖似乎比教育家对批判性思维更感兴趣。对于有学识的平民来说，

运用批判性思维是成功创立民主机构以及自由企业的必要条件。这些价值观非常重要，从民族利益出

发，我们应该实施全民批判性思维教育。这于人于己都非常有益。 
总之，请设想一个社会，比如生活在洛杉矶盆地或纽约东海岸，以及芝加哥、墨西哥城、开罗、

罗马、东京、巴格达、莫斯科、北京或者香港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他们的生存实际上不仅取决于彼

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也依赖于他们之外的人和饮食资源；设想这些人容许学校不教授有效的、批

判性的思考；设想父母亲因为战争、艾滋病、饥荒或宗教信仰等原因无法和拒绝教孩子进行批判性思

考；设想社会各阶层出现激烈竞争或政治倾轧，基本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障体制崩溃，人们缺乏对疾病

控制和农业生产的科学引导，暴力集团、权贵和军阀层出不穷，为保存自己的利益而想方设法排除异

己，掠夺食物和资源。 
纵观经济制裁、军事挑衅、艾滋病毒蔓延给世界打来的毁灭性打击；或者思考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以及通力协作降低石油消耗以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的重要性。 
历史可以帮助我们预见学校关门或者从教育场所沦为灌输教条场所的结局。我们也明白如果孩子

们不再学习追求真理的态度、充分论证的技能，以及人类历史和基础科学知识所引发的后果：文化崩

溃、社会瓦解、文明衰退、无数人死去，发生社会和政治骚乱也是迟早的事。 
我们不妨再来设想一个鼓励一切非批判性，甚至与批判性截然对立的思维气质的媒体、宗教或政

治霸权主义。或者设想该霸权主义是否鼓励人们做出非批判性的、冲动的决策，并采用“预备－射击

－瞄准”的方式来执行上司命令。设想政府机构、管理人员、社团领导人，非但不提倡批判性思维，

反而满足于那些明显非理性、无逻辑、有偏见、无反省、目光短浅且毫无道理的决策。 
在这个不重视批判性思维的社会，人们离愚蠢地自戕和互害的危险境地还能有多远呢？ 
新闻里经常报导仇恨组织、滥杀无辜、恐怖分子以及极端暴力的宗教狂热分子。教育中包含求真、

开放等批判性思维技能和气质的好方法，可以用来对抗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这是因为，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就是要控制人们的思想。他们是最坏一类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手段包括灌输、

恐吓以及最严厉的独裁正统信仰。在这个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世界，好的教育意味着人们可以独立

思考，而这恰恰是极端主义者想要禁止的。 
历史说明，只要缺乏捍卫开放、客观和独立求索的意识，就会出现焚毁典籍著述、迫害知识分子、

压制科学研究、阻碍对知识的开放、求证和自由追求等一系列亵渎学问的行为和事件。 
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应该高度重视批判性思维呢？当然是！ 
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有权利强制人们学习批判性思维呢？也许是。事实上，难道我们不应学习吗？ 
 

IDEAS 
运用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 5 个基本步骤 

I = Identify 发现问题、设定次序 （第一步） 
D = Determine 决定相关信息、加深了解 （第二步） 
E = Enumerate 列出备选方案、预测后果（第三步） 
A = Assess 评估场合背景、做出初步决策 （第四步） 
S = Scrutinize 审查整个过程、进行必要自我纠正（第五步） 

 

批判性思维是摒弃偏见的怀疑，是去除犹豫的开放，是不加挑剔的分析。 
批判性的思考果断但不固执，评价但不苛责，有力但不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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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判性思维与理想的批判性思考者的专家共识 
 
“我们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有目的性和自我调整性的判断，它基于对证据、概念、方法、原则以及背景

特征的理解、分析、评估、推理和解释。批判性思维是探索的重要工具，因而是教育中的解放力量，也是

个人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能力。我们虽不能将批判性思维视为好的思考的同义词，但它是具有说服力和自

我纠正性的人类现象。理想的批判性思考者习惯于探究、求证、相信理性、开放、灵活、公平评价、诚实

面对个人偏见、谨慎判断、愿意重新考虑、清楚问题症结所在、有序处理复杂事物、努力寻找相关信息、

合理选择评判标准、目标明确地调查询证、坚持不懈地追求准确结论。因此，培养优秀的批判性思考者就

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既要提高批判性思维技能，也要培养批判性思维气质，而后者所形成的洞察力是

构建理性民主社会的基础。” 
 
 

【教学研究与实践】 
 

从对“半费之讼”的分析谈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王  伟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Email: wilda@mail.xjtu.edu.cn  
 

 

内容提要：“半费之讼”作为一个批判性思维教学中的典型案例，具有综合性、探究性和开放性的特

点，可以运用于案例教学中。通过针对该案例展开的案例教学实践，展现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反复思索、

步步深入的主动、独立、积极的分析与探究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体验了着眼于不同角度形成不同

的视野得到不同结论的探究，而且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等批判性反思，既在实际的动态逻辑思

维过程中学习了如何进行逻辑思维，培养了理性分析素养和批判性思维，又在不断挑战自我、挑战已有观

点、挑战权威的过程中，增强了对自己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信心，实现了自我的综合提升。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  半费之讼  案例教学 

 
作为“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57

在教学中，一个好的案例能够引起学生探究的兴趣，使学生在反复思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从而

探索解决之道。这样的案例能够让学生学习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思索，并对思索展开进一步的反思，既

能够运用所学拓展思路，又能够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笔者看来，著名的“半费之讼”是非常经

典的案例，在对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中可以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加以使用。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开发逐

渐受到重视；作为一门通识教育课程，批判性思维旨在培养能够以求真、公正、反思和开放的态度独立思

考、理性判断和决策、富于创造力的人。为此，这门课程重在实践，侧重于在对具体问题的质疑和批判中

多角度、多层次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因而，这是一门极具个体性的课程，教学

效果不仅与教师自身的条件和素养紧密相关，而且与教学所选取的典型案例、教学方法等都有直接关系。 

 

                                                        
57 Robert H. Ennis: “Critical Thinking: A Streamlined Conception”, Teaching Philosophy, 1999(1), pp.22-25. 

mailto:wilda@mail.x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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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半费之讼”及其通行分析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诡辩家普罗塔哥拉曾公开设馆教人辩论之术。他收了一个想当律师的学生，名叫

欧提勒士。师生签订合同：学生先交一半学费，另一半学费待学生毕业后第一次出庭为人打官司胜诉后交

付；如果官司败诉就无须再交这一半学费。欧提勒士毕业后并未从事律师职业，也不交那一半学费。老师

等得不耐烦，就向学生索取，学生执意不给，于是师生诉诸法庭解决。庭审开始后，老师为自己辩护说： 
如果我打赢这场官司，根据法庭判决，学生应当给我学费；如果我打输了也就是学生打赢了，根

据当初签订的合同，学生也应当给我学费；这场官司或者我打赢或者我打输；所以，学生无论如何都

应当给我学费。 

欧提勒士听后不甘示弱，说： 
如果我打赢这场官司，根据法庭判决，我不应当付另一半学费；如果我打输了，根据当初签订的

合同，我也不应再交学费；这场官司或者我打赢或者我打输；所以，我无论如何都不应付另一半学费。 

据说上述精彩的对辩当场难倒法官，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疑难讼案。 
“半费之讼”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广泛兴趣，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分析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 
第一种观点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在著作《法学中疑难案件的研究》中提出的，他认

为师生间的合同是附条件的民事合同，这样的合同只有在条件具备时才能履行，因此，“法庭应当驳回普

罗达哥拉斯的起诉，因为他起诉的时机不当，同时可保留来日在学生赢了第一场官司后，普氏接受另一半

学费的权利。”58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二难推理，谁也无法驳倒谁，法官也无法做出判决。

 
59

第三种观点认为，推理中存在双重标准问题，一个标准是以合同为依据，另一标准是以判决为依据，

标准不一致，都违反了同一律或矛盾律，都是在诡辩。

 

60

第四种观点是，这个官司存在自涉即自我指称，构成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

 
61

 
 

2. 批判性思维案例教学：“半费之讼” 

一般在批判性思维教学中，对“半费之讼”主要从二难推理的结构和破斥，以及批判性思维的一致性

标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但是，笔者认为，“半费之讼”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综合性案例进行案例教学，

引导学生反复思考、步步深入，这正是多层次、多角度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分析问题的过程，对培养

批判性思维而言是不可多得的。下面笔者就简要介绍一次就此展开的案例教学，与各位专家、学者切磋。 

2.1 论证的形式：二难推理 
师生的论证形式是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一般学生很快就能提出，它们都是简单构成的二难推理，学

生的二难推理是对老师提出的二难推理的破斥，二者具有共同的形式： 
p→q 
r→q 
p∨r  / ∴ q 

作为对自己诉讼要求的辩护，老师实际上是在论证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老师的二难推理构成了演

绎论证；而学生对此进行的反驳，则是针对老师的推理，通过构造一个形式完全相同的二难推理实现了“以

二难破二难”的演绎反驳。 

2.2 案件的症结：双重标准 
清楚了对辩的论证形式，就需要思考“案例中的疑难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师生二人会使法官陷入

                                                        
58 王仁法、董业明：《中外著名诡辩集》，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年，第 36－39 页。 
59 朱珏华：“‘半费之讼’是一个悖论”，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5 期，第 19－21 页。 
60 彭漪涟、余式厚：《趣味逻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 年，第 274－275、289－290 页；陈波：《逻辑学十五讲》，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7－39 页。 
61 黄展骥：“‘半费之讼’悖论——略论‘自涉’与‘非自涉’”，载《人文杂志》，1998 年第 5 期，第 46－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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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的问题。学生很容易发现，在师生辩词中出现了双重标准，即二人都根据法庭判决和签订的合同这

两个不同的依据，利用对自己有利的一个为自己辩护，违反了思维一致性的要求。在学生发现这个逻辑错

误之后，引导学生再从论证的角度思考，明确论题和论据，学生会想到法庭判决和签订的合同作为两个不

同的依据，是 A 和﹁A，而在论据中二者同时出现，也就是说，论据包含了 A 和﹁A 两个相互否定的命题，

出现了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一个论证中包含有逻辑矛盾，那么这个论证就完全不成立。所以，在这个疑

难案件的关键问题就是出现了相互否定的双重标准，没有保持思维的一致性。 

2.3 论辩的缘由：合同漏洞 
师生二人如此精彩的对辩，却隐藏着违反思维一致性的逻辑错误，这是为什么呢？学生的思考方向于

是转向师生签订的合同。有学生提出，问题在于合同内容不清晰，存在歧义：“为人打官司”中的人究竟

是否包括欧氏自己，此外，合同并没有对欧氏是否从事律师职业做出约束，从而导致学生钻了空子，等等。

后者是合同条款疏漏的法律问题，而前者则有偷换概念之嫌。在签订合同时，由于师生关系缘于欧氏“想

当律师”，因而，当时合同中的“为人打官司”应该意指欧氏当律师出庭为别人打官司；而在师生纠纷引

起的师生官司中，二人又都将合同中的“为人打官司”中的“人”理解为包括欧氏自己，即无论是否作为

律师出庭，只要是为“人”打官司就可以。如此一来，二人就可以利用对自己有利的依据为自己辩护，当

然也就出现了违反思维一致性的逻辑错误。所以，这个案件之所以成为疑案，是由于合同中的“为人打官

司”是否包括欧氏自己。 

2.4 反思 
至此，学生的分析已经基本涵盖了目前学界通行的逻辑分析。但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智者学派

的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所引发的这样一个包含重重逻辑错误的诉讼，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流传千古的疑案

呢？ 
（1）反思一：对双重标准的否定 
尽管在师生的合同和对辩中出现了以上各种逻辑问题，但作为一个诉讼案件，法官仍然要进行审判。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法官，你怎么办？”学生的解答多种多样，有的指出学生学习就要

交学费，因此直接判老师赢，学生付另一半学费；对此，有学生认为，这种判决仍然与合同约定矛盾，并

提出，可以分两次审判，第一次判决是否应付学费，第二次则判决是否履行合同；还有的学生认为，审判

的依据应该是师生签订的合同，因此，判决和合同应该是一致的，而不是不同的，更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

师生的辩词并没有违反思维的一致性要求，师生只是采用了同一个根据的不同表现形式，并利用对自己有

利的一种形式为自己辩护。这种否认双重标准的观点是将自己作为法官，在设身处地地考虑如何判决的过

程中出现的，也是对之前思考的反思和批判，已经明显推进了思考的深度。 
（2）反思二：对双重标准的否定之否定 
按照这种观点，案件的关键并不是双重标准，而只是是否自我指涉。因此，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为

人打官司”的理解和由此产生的结果上。如果“为人打官司”不包括欧氏自己，那么师生签订的合同就并

不适用于此次官司，法官的判决不应当考虑师生签订的合同内容；而如果“为人打官司”包括欧氏自己，

那么师生签订的合同适用于此次官司，但是合同约定的是判决结果，而不是判决依据，所以师生签订的合

同并不能作为判决的根据，法官的判决也不应当考虑师生签订的合同内容。以上分析实际上也可以构成了

一个二难推理： 
如果“为人打官司”不包括欧氏自己，那么师生签订的合同不适用于此次官司；如果师生签订的

合同不适用于此次官司，那么法官应当独立于合同进行判决； 

如果“为人打官司”包括欧氏自己，那么师生签订的合同适用于此次官司；如果师生签订的合同

适用于此次官司，那么由于合同无法提供判决依据，法官应当独立于合同进行判决； 

“为人打官司”或者不包括欧氏自己，或者包括欧氏自己； 

所以，法官无论如何都应当独立于合同进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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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二难推理的形式如下： 
(﹁p→﹁q)∧(﹁q→r) 
(p→q)˄(q→r) 
﹁p∨p  / ∴ r 

有了上述二难推理，也就清楚了合同与判决的关系：由于合同没有约定能供判决参考的内容，因而在

判决中无法以合同为依据，判决将独立于合同进行，也就是说，在“半费之讼”中，判决与合同的确是两

个不同的标准，案件的疑难问题仍然包括双重标准的问题。针对反思得出的不同观点，运用一个新的二难

推理重新肯定了合同与判决是双重标准，这个结论与学生起初就发现的逻辑错误一致，但经过否定和否定

之否定的过程之后所提出的双重标准，已经在思考和理解的深度上远远超越了前者。 
（3）反思三：自我指涉导致的悖论 
既然无论合同中的“为人打官司”是否指涉自身，合同都不适用于师生官司的判决，因而法官应当独

立于合同进行判决，即进行自主判决，那么，该案就可以在法律适用上应用不同的法律原则，如公平正义

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适用不同的原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在本案中，如果法官适用公平正义

原则，认为学生拜师学艺就应当交付学费，而且由师生对辩可知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么，法官就可

判老师赢，要求学生付另一半学费。如果法官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认为学生拜师前想从事律师职业，学成

之后自己食言不当律师，不能因自己食言而让老师枉费辛劳，那么，法官也可判老师赢，要求学生付另一

半学费。所以，如果法官遵循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的原则，判老师赢，那么学生必须付另一半学费。这个

官司到此结束了吗？ 
如果“为人打官司”不包括欧氏自己，那么师生签订的合同不适用于此次官司，法官判决老师赢、学

生必须付另一半学费，在学生付费之后，这场官司圆满结束，不存在履行合同的问题。如果“为人打官司”

包括欧氏自己，那么师生签订的合同适用于此次官司；如果师生签订的合同适用于此次官司，那么由于合

同的约定是根据判决结果决定是否付费，这种附条件的民事合同只有在条件具备时才能履行，也就是在法

官判决之后才能履行，那么法官应当考虑在判决之后还需履行合同的问题；如果法官判老师赢、学生付了

另一半学费，那么判决之后适用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学生不应付另一半学费，老师则应将另一半学费退

还学生，从最终结果而言，实际上是老师输，与法官判决相反；如果法官判学生赢，不必付另一半学费，

那么判决之后适用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学生应付另一半学费，从最终结果而言，实际上是老师赢，与法

官判决相反。法官或者判老师赢或者判学生赢，所以，实际结果无论如何都与法官判决相反。这既可以构

成一个新的二难推理，又是一个严格的悖论： 
如果法官判学生赢，那么实际上是老师赢，与法官判决相反； 

如果法官判老师赢，那么实际上是学生赢，与法官判决相反； 

法官或者判学生赢或者判老师赢； 

所以，无论如何实际结果都与法官判决相反。 

这个二难推理也可以表达为一个严格的悖论： 
如果法官判学生赢，那么实际上是老师赢； 

如果法官判老师赢，那么实际上是学生赢。 

其形式如下： 
p→﹁p 
﹁p→p 

既然如此，作为法官，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先自主判决学生胜诉，之后适用合同，由于学生

胜诉，应给老师付另一半学费，从而通过迂回战术坚持公平正义和诚实信用的帝王原则。这也是羊涤生教

授提出的解决之道。然而现在，重要的却并不是如何解决该诉讼的问题，因为学生发现是否指涉自身已经

不是案件的疑难问题，而只是导致案件成为疑难案件的始作俑者，案件的疑难问题在于，在合同指涉自身

的前提下，无论法官如何判决，最终的官司结果都与法官判决相反，法官判决与官司结果原本是同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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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表达形式，现在却具有了相互矛盾的关系，而且，在实践中，法官会倾向于维护这种关系，并使二

者成为事实上的“矛”与“盾”。 
 
3. “半费之讼”作为经典案例的要素 

在对论证辩词、合同、判决等的上述思索中，学生进行了步步深入、抽丝剥茧的分析，体验了着眼于

不同角度形成不同的视野得到不同结论的探究，更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性反思，不仅在

实际的动态逻辑思维过程中学习了如何进行逻辑思维，培养了理性分析素养和批判性思维，而且在不断挑

战自我、挑战已有观点、挑战权威的过程中，增强了对自己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信心，通过主动、积极的探

究，实现自我的综合提升。之所以针对“半费之讼”展开的案例教学能够达到令人较为满意的效果，成为

一个批判性思维案例教学的经典案例，笔者认为主要源于它具有综合性、探究性和开放性三个要素。 
（1）综合性。“半费之讼”的案例涉及到了二难推理、论证与反驳、思维的一致性和悖论等多个知识

点，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好的案例应该有综合性，能够尽可能多地涵盖教学中的知识点，尤其是逻辑分析

中的普遍性问题，从而让学生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和剖析，通过有针对性、系统的提问和思考，使学生将

已有的理论知识，转变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探究性。成功的案例应能引发学生的好奇心，使其对探究未知的结果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

教学的着眼点可以始终放在学生的自主发现上。让学生自己独立思考，在反复思考、分析和质疑中实现自

我的提升。经典的案例应该能够引发关键的问题，在对关键问题的思索、分析和解答中，发现新的问题，

而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引导学生针对关键问题展开思考、深化发现、加深理解。62

（3）开放性。具有开放性的案例没有标准答案，可以使学生摆脱孰对孰错的顾虑，将注意力集中在

相对独立的思考、分析与探究上，出现有争议的不同观点展开辩论，并在此过程中，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

厘清思路、越辩越明。开放性的案例也让老师成为学习者，在启发、引导学生思考、讨论的过程中，始终

以学生为中心，实现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 

 

当然，在实践中并不是每次针对“半费之讼”展开的案例教学都是成功的，其效果与学生以及师生互

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具有比较大的随机性，如何更有效地引导、推动学生进行主动、独立的思考和分析，

仍然需要笔者的探索，更需要各位专家、学者的指教。 
 
 
【编者按】青岛大学宫振胜教授 2014 年暑期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师培训班，

回校后便在青岛大学的博雅班开设了 34 学时的批判性思维课程（每周 2 学时，连上 17 周）。博雅班学生

是从各个学院精心选拔出来的，不限专业。课程结束后，学生们撰写了课程总结，其中陈秀娟同学的描述

比较详细，特选登在此。 
 

批判性思维课程总结 
 

陈秀娟 
青岛大学博雅班文学院 2013 级 

 

 

一、课前言 

在上学期的礼仪与修养课上，得知将在本学期上批判性思维这门课，当时是极其兴奋的。一来是因为

从高中起自己接触的大多数课程都是文科，所以比较感性，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思维课程对自己来说，是一

                                                        
62 王青梅、赵革：“国内外案例教学法研究综述”，载《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第 7－11 页。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 22 期                  第 40 页 

个突破，也是一个挑战。二来得知这门课程是一门全新的课程，首次在青岛大学开课，符合我追求新事物

的个性。现在已经上完了这门课，从总体上来说，自己的收获蛮大，这种收获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学到知识

来形容的，而是思维的进步、开拓和升华。这是任何知识都不能取代的，正如宫老师经常说的，重要的不

是知识，而是思维。 

 

二、初印象 

在宫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开始了这门课程。宫老师很谦虚，他认为，与其说是上课，不如说是我们大

家一起探索，探索的过程便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一看课程题目便知道，这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一门课，

但我们的课程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打破了老师满堂灌，学生死记硬背的局面，开启了一种崭新的学习

模式，那便是在案例、视频和老师的点播下自己总结何为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品格以及批判性思维

的特征。因此，主动、积极、思考、交流就成为我们这门课程必不可少的因素。 

我对批判性思维的认知是从《十二怒汉》开始的，这是一部及其艰涩的电影，故事性、兴趣性都不强，

要不在全班同学的陪伴下，是很难有耐心将它完整地看完的。但是，当你真正地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你

会发现其中的思想价值是很大的，它和批判性思维这门课联系紧密。十二怒汉的激烈辩论是思想碰撞、探

索真理、肯定又否定、寻求最好的解决问题的过程。经过小组谈论，我们总结出批判性思维的品格——不

迷信多数、敢于挑战权威、学着说不、实地模拟、融合人性和法律（好的品格），易怒、从表面看问题、

无职业操守、随波逐流、意志不坚、固执已见（坏的品格）。尽管写下了这些词语，我还是很困惑，何为

批判性思维？批评、否定还是挑刺儿？ 

 

三、深探究 

在随后的几堂课中，我们在宫老师的带领下分析案例。对案例的分析主要是从文本的逻辑性、推理的

合理性和证据的真实性上来进行的。在中国的畅销书、知名大学教授写的文章、新闻报告都是我们探讨的

内容，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大多数的文章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而普遍存在的问题便是推理的不合

理、证据的不真实、逻辑不连贯。在这几节课上，我的收获是最多的。从小到大，自己便是一个爱书的人，

因为钟爱而对他们深信不疑，书本就是对的，权威就是正确的观念根深蒂固。现在，我明白了，书、文章

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是他们自己思想的总结，他们不是真理，不是绝对的正确，不是完美无瑕的。对待

书本，不是将他们当成神圣放在桌台上供奉，而是应该用一种平等的态度、辩证的眼光、审视的角度和交

流的方式来阅览。将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运用到阅读中，不要让自己成为书本的奴隶，卑躬屈膝地对它点头

哈腰。思辨、联想、推理、证明、质疑、批判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和外国的书籍有明显的区别，中国书

籍的论题宏大，通篇都是讲道理，自说自话，在大论题夹杂小论题。然而，外国的书籍侧重于论证、逻辑、

事例、微观。通过书籍便可以看出做事做人的态度。难怪在中国非常优秀的博士生在外国学者的眼中还没

有入门，难怪宫老师只愿意看外国书籍而放弃中国书籍。这些虽不是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内容，但也值得我

们反思。 

 

四、习理论 

这些是批判性思维的启蒙课程，接下来我们便正式进入了理论的学习。从感性层面对批判性思维有了

了解之后，再接受理论就没有那么吃力了。关键在于，对老师多提供的理论，我不是全盘地接受，而是辩

证地看待它，进而在自己的理解下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论。宫老师在课上提供了很多中国外国学生相对比的

例子。例如，对待《孔融让梨》的看法，中国学生大多数都肯定孔融，然而外国学生会质疑孔融。这是具

有极大震撼力的，中国真正的落后也许是思维的落后。然而，转念一想，是否老师提供的例子就能说明中

国学生的思维落后于外国学生呢？这也是个问号。首先，一部分的外国学生不能代表所有的外国学生，不

能以少总多，其次，他们是不是因为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说出尖锐的语言，批判性锋芒更强呢？最后，这也

许只是文化的差异，中国温文尔雅，外国个性毕露。这种疑问，要是没有批判性思维这门课，我是不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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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追求合理、不夸大、不贬低、不歧视、无偏见，这是在后来的课上所了解到的。这些重要的批判性

思维的品格，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践行、坚持。因此，批判性思维不仅存在于课堂上，也存在于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关键是在生活中真正地运用批判性思维。 

自己的所学在现在的生活中的确起作用，自己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对待新闻的态度。以前看到一则新闻，

想也不想，就胡乱发表评论，生闷气，谴责社会。现在，对待新闻的第一反应，不是相信、愤懑，而是质

疑、反思新闻的真实性。 

 

五、辩论会 

我们是以辩论会的形式来结束这门课的。这是对所学的批判性思维知识的一次检验。辩论的题目是“对

于行乞者，要不要帮助”，前部分，大家专注于证明自己的观点，攻击对方，还自觉地运用下定义、取范

围等方法。我个人最开始也赞同应给行乞者帮助。理由很简单，出现在街上的行乞者，他们衣衫褴褛、疲

惫不堪、甚至两膝跪地，用尊严来换取路人的帮助，对于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来说，都不可能视而不见，

或多或少都会给予他们钱财。我们也从小就将“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样的话牢记于心。 

当然，持相反观点的同学会提出，政府的相关部门会帮助这些乞丐。我查了相关的资料。民政部门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乞丐问题。但问题是，既然政府部门已经给出了措施解决，为什么在大街小巷还是有

如此多的乞丐。甚至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大城市也不乏乞丐的身影。唯一的解释便是，政府的救助措施不完

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根底尚浅，个人的施舍能弥补政府救助的不足，是必要的。而且，政府的救助和

个人乐善好施是并行不悖的。不能以伤害道义为代价推行政府救助而放弃个人力量。 

那万一你帮助的是一群骗子呢？是的，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并不否认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从自己

成长的经历来看，行乞者中的骗子毕竟是少数，如果因为几个少数的骗子就拒绝给乞讨者帮助，是不是本

末倒置呢？甚至更极端一点，宁可错帮一千，也不可错过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如果被骗了，我们损失

的仅仅是一两元钱而已，但是拒绝了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拒绝的将是一份对生命的呵护，一份对

传统美德的传承。 

其中一位同学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他今年暑假去丽江旅行，遇到一群可怜的小孩向他求助，他们歇

斯底里地喊道：“哥哥，哥哥，我饿了”，那位同学的第一反应是，是否是骗子集团利用一些小孩行乞获利，

他犹豫了一下，随之便又想，要真的他们受了骗子集团的利用而讨不到钱，回去不得挨打吗？于是便给了

那些小孩一些钱。 

随着讨论的深入，有位同学提出了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政府其实已经给出了帮助，但是有些乞丐

不配合，不愿意接受政府的帮助，因为政府给的钱实在少，在行乞中获利更大。” 西安救助管理站副站长

孙建兴也曾透露：这些人有一部分人是长期职业乞讨的，以要钱为目的，为生财之道，他们是不愿意到救

助站来。由他的话，我想起了最近报道的一则新闻：4 名男子以打工无果、没钱买票回家为由，在重庆沙

坪坝行乞骗钱。经警方调查，这 4 人竟然是从南昌搭乘飞机前去重庆行乞赚过年钱的，其中一人用的还是

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本来意义上的乞丐是因为家境悲惨，无法生活，为了活下来，他们沿街乞讨，所以叫

讨生活，这是迫于无奈。但是现在的街头乞丐绝大多数不是为了生命和生活，而是为了利益驱动下的职业

化乞讨，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乞丐了。有的乞讨为职业、以牟利为目的，通俗地说是为了赚钱，而为了

解决活下来的问题。在利益第一驱动下，一些人已经不要尊严了。甚至一些所谓乞丐乞讨手段往往和犯罪

相连。挟技乞丐、行乞乞丐、诡托乞丐、强索乞丐，无论是哪种乞丐，乞讨形式都往往和犯罪相联系，相

关部门称：“在管理还没有完全到位、市场秩序还没有完全制度化的时候，这种情况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

比较大的。” 

那么，这样看来，我们的施舍是不是助长犯罪，支持不劳而获呢？我们大多数人在遇到行乞者的第一

反应是给他们钱。也许正是因为给钱，爱心的泛滥，才造成了以上的后果。我后来询问了舍友，他们都不

约而同地回答，一定会帮的。我反问，万一你们遇到的是以行乞为职业的人或是骗子集团呢？他们说，那

我也没法分辨他们是骗子还是真正的乞丐呀，况且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他们可怜，所以就伸出了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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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再者，我能做的就是给予他们这些帮助，我能为社会做的就是这些，为什么不帮呢？这我们再反思一

下，为什么我们的唯一反应是给他们？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还是只图方便，觉得给钱就可以完事，成就

自己的形象。 

接着我们深入讨论了给小孩钱财的案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不是单纯地给小孩

钱，如果真正想帮助他们，就应该打电话报给警察或者政府，让政府出面给他们真正的帮助，而不被一些

犯罪集团所利用。我们既然不能分清他们是真正需要帮助还是骗子或者被利用，就不要随意帮助，若是后

者，那我们帮助的后果是恶劣的。当然，要真正解决行乞者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也需要政府加大管理力度，规范社会秩序，逐渐消除行乞者被犯罪集团所利用的现状。更重要的，是让行

乞者认识到劳动光荣而自力更生。我们个人的帮助也必不可少，但不要只是简单地给钱，而是采用更合理

的方式给他们帮助。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 
 

曾庆福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教研部 

Email: qfzeng99@163.com  
 
 

2014 年下学期，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简称河南财专）在全校学生中开设了批判性思维公选

课，共有 120 名学生选修，使用的是董毓老师编写的教材《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走向新的认知和方

法》，课件是在董毓老师制作的课件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修改，课程名称叫《批判性思维与创新》，共 20
个课时，10 讲。由于时间的关系，除了书中的第 5、7、10 章，其他基本把董毓老师那本书的内容都讲了，

在推理部分增加了复合推理的所有内容，包括三段论、联言推理、假言推理、选言推理和二难推理，最后

一节课还给学生放了董毓老师给华中科技大学学生讲的第 9 章关于多样性思考中间的学生的讨论部分的

视频，让学生感受一下董毓老师讲课的风格和重点院校学生的水平，感觉效果还不错。期末考试采取的形

式是让学生写一篇论文，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正反正方法进行写作，题目是董毓老师出的选题，中间又增

加了几个选题，学生从中选择一个题目进行论证。明年我准备继续在学校开这门公选课，每年 2 个学期都

可以开，因为我们学校全年每个学期都要开公选课。我主要想通过这门课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和开放思想，

避免盲从和片面，同时进行逻辑思维的训练，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思维水平。明年的课再增加真

实理由这一部分，在教学方法上进一步完善，激发学生参与意识，改变传统教学方式，主要是让学生参与

课程讲授中，先提问题，让学生提前预习，提前做准备，发挥学生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同时，我也准

备在学校给老师做个这方面的报告，推广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通过一学期的教学，我认为要上好批判性思维这门课程，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 选好一个课程的名称 

我们学校要求每学期各系部都要开够相关公选课，并且学校根据各系部情况规定了每学期开课的门

数，比如要求我们社科部每学期必须开 4 门公选课，学生必须完成公选课一个学分才能毕业。公选课确定

之后，放到网上，由学生自己来选，只有当一门课选的人数达到 60 人，才能开课。由于可供学生选择的

课程比较多，有很多课程由于选的人少而开不了。所以，要想使你开的公选课学生愿意选，起一个学生比

较感兴趣的名字很重要，我在学校开的三门公选课：《逻辑与智慧》、《博弈与生存》、《批判性思维与

创新》，每年在第一时间都被学生选满（学校规定一门课程最多 120 名学生，选晚了一般还选不上我的课）。

我感觉课程的名称起了很大作用。 

mailto:qfzeng9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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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认真备好课 
自己首先要熟悉教材，吃透教材的精神，真正理解教材的内容，这样你才能把课程讲清楚，如果自己

还没有掌握理解课程的内容，一知半解，要想把课上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上课之前认真做好准备，认真

备课，是讲好课的重要条件。 

3. 积极争取学校的支持 
北京大学培训回来后，我向我们学校的校长进行了汇报，把批判性思维相关的文章、《批判性思维与

创新教育通讯》和董毓老师写的书都给他了，也向他介绍了批判性思维的内容和有关情况，校长很感兴趣，

表示大力支持在学校开这门课程。  

4. 积极进行教学改革 
批判性思维课程涉及教学理念的转变和教学方法的变革，所以在上批判性思维这门课时，也要积极进

行教学改革。首先是教师自己要转变观念，像董毓老师说的那样，老师要转变角色，成为主持人、教练员，

教师在课堂上不是要表现自己有多牛，而是要让学生牛起来，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在教学方法上，老师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应该采取问题引导式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法、

启发式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果。 
总之，这学期虽然在学校开了批判性思维这门课程，取得了一些经验，为以后更好的上好这门课，打

下一定的基础，但是还存在很多不足，由于班级人数太多，在课堂上学生之间的讨论、师生之间的互动还

需要加强，教学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新的学期，我将继续努力，争取使批判性思维这门课成为我校受

学生欢迎、引领学校教学改革的精品示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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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也欢

迎大家向研究会（筹）推荐会员，为研究会（筹）的建设建言献策。请愿意参加或推荐他人参加者填写下

面“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会（筹）入会意向表”并寄至研究会邮箱：ppxswyjh@gmail.com 或者编

委会邮箱：ppxsw-editor@groups.live.com。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会（筹）入会意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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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贡献 （如相关论文、书籍、会议、影响力等） 

意见建议  

mailto:ppxswyjh@gmail.com�
mailto:ppxsw-editor@groups.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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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与征稿】 

 

版  权 征稿启事 

本刊版权为作者所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如需以任何形式转

载本刊文章，请通过编委会与作者联系，取得同意后须注明文

章来源。 

      所有文章仅代表著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本刊或本

刊编委会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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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的会刊。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会（筹）

是一个专注于学术和教学交流的网络和协作组织，它的目标

是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全面融入到我国的教育观念、体

系和实践中，为培育创新型人才和理性社会提供急需的血液

和营养。 

    为了能更好的与大家进行交流，非常欢迎您将有关批判

性思维研究和教学的稿件（无论是否已发表）寄给我们，与

全国同行分享，并相互进行学术切磋。在此《批判性思维和

创新教育通讯》编委会对您为促进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国内的

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来稿请寄至发行邮箱：ppxswyjh@gmail.com 或者编委

会邮箱：ppxsw-editor@groups.live.com。 

     订阅或停订本刊请寄至编委会邮箱。 

主办单位 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研究会（筹） 

主编单位《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通讯》编委会 

执行主编 晋荣东   承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主    编 朱素梅 

副 主 编 刘玉 谷振诣 晋荣东 高萍 

发行地址 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 

问题建议等请寄发行邮箱：ppxswyj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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