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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为什么要扩展批判性思维教育内容 

——关于批判性思维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根据 

 

董毓 （华中科技大学） 

 

1 、批判性思维教什么：什么是批判性思维的素质? 

过去这几年，我们一直鼓吹和实践所谓 “以探究和创新为导向的批判性思维”教育。它的主张是： 

批判性思维既不是社会上一些人望文生义得出的“负面、挑错”的大批判，也不仅是一些逻辑专家所专

注的单纯推理技巧。批判性思维，其实是以理性和开放性为核心的理智美德和思维能力的结合，是一种

谨慎和公正的分析、构造和发展的过程，它对人的理性素质和知识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这就是说，批判性思维其实是某种德育和智育的结合。德育部分，它是一组有关认知和行为的理性

精神和品德。这包括谦虚、谨慎、客观、具体、公正、反省、开放等素质——我们常用批判性思维的

“四大精神”来概括之：求真、公正、反思、开放。我们主张，一个受到良好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人应该

具有这样的品行：“虚怀若谷、坚守理性、勇于创新”。熟悉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大学讲

话的人们可以看出，这正是他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部分，特别是在 “勤学、修德、明辨、笃

实”这四个方面
[1]
，他提到的很多价值，其实就是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和品德。 

批判性思维的智育部分，是一组辨别、分析、判断和发展的高阶思维技能。我们一再说，这一组技

能，既包括论证的逻辑分析和推理技能，也包括一些批判性思维教育者不认同的部分，即：  

1. 信息分析能力：评估信息的真伪、质量和隐含关系、意义  

2. 具体思考的意识和能力：根据语境来判断观念合理性  

3. 深入思考能力：挖掘和辨别深层隐含的、基础性的假设  

4. 探究、开放、构造能力：主动寻找多样的信息，努力构造替代解释和论证  

5. 合理论辩意识和能力：力图通过多方的合理论辩达到最佳论证和认识  

6. 综合判断的意识和能力：全面和平衡地判断、追求不断发展认识 

针对国内的一些批判性思维教育仅集中在论证逻辑分析技能的情况，我们一直在呼吁，应该扩大批

判性思维教育，把上述的能力包括进来。
[2]
  我们认为，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在中国的情况下，首先针

对的是两个痼疾：一，社会中的非理性症状，典型的是网络中从普通网民到名人的一味反对和谩骂的现

象；二，中国学生极度缺乏的创造知识的学术能力。只有进行这样的批判性思维教育，才能解决这两大

问题。 

对此，国内一些批判性思维专家给出了回应。他们主要有两类观点。一是认为我们对现状的看法不

反映全部的实际。虽然局限于形式逻辑的逻辑学教材不会包括上述 6 项内容，但许多已经包括逻辑应用

的逻辑学课程，以及“科学逻辑”，“辩证逻辑”的课程，已经在讲授这些的内容。
[3]
 

对此，我们认为，只要教上述的扩大的内容，将它叫做批判性思维、还是逻辑或者逻辑应用课程，

都不很重要。我们在乎的，是学生能学到这样的技能。不过，我们发现，教逻辑应用课程的，在全国范

围内，依然不多。而且，取决于如何定义“逻辑应用”，上述的批判性思维很可能还是有超出它的内容。 

第二种回应是认为我们把“批判性思维”的概念扩大得模糊和不可把握：批判性思维应该不同于提

出新观点新方法的创造性思维和辩证思维等。它所负责的工作，应该是在新观点提出之后，对它进行推

敲检验，而这主要是运用逻辑和论证的逻辑分析范围的工作。一个重要的佐证是现在各种测试批判性思

维的考试，出的其实都是测试语言和论证的逻辑分析、推理能力的考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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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观点，我们将通过下面的正面论述来回答。在此，我们只提两点看法。第一，批判性思维不

等于创新思维，这是对的，但这不表明，批判性思维就等于论证的逻辑分析。在论证的逻辑分析和创造

性思维之间有一片广阔的“中间地带”，它包括那些向创造性思维过渡，或为其创造条件的思维能力。这

些促进创造知识和明智决策的思维素质，正是批判性思维的构成内容。比如，批判性思维所要求的辩证

的（ dialectical）思维方式，被广泛看作是推动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条件和刺激形式。在此需要强调一

点，辩证这个词，这里主要是指存在着“对立的解释、观念和论证之间的理性竞争”。这样的对立面竞争，

常常表现为对立方的论辩过程，所以人们也用“论辩”一词来表达。但这样的辩证性也可以存在于一个

人自己从对立两方面来考察他的立场的“独自”反思过程中。所以，使用“辩证”还是“论辩”的翻译

各有其优缺点，使用“辩证”是强调对立面的存在，它常见于、但不等同于有多方者参与的论辩过程。

使用“论辩”是强调至少两方对话者的存在，但它也可以是一般性的对话（比如交流信息或者阐明观点），

或者是单纯争论性的。只有存在着“从对立面进行的合理批判性讨论”时，它才是辩证的。 
[5]43-48

本文在

这个意义上将这两个词等同运用。 

其次，用现在批判性思维考题都是逻辑考题的“证据”来证明批判性思维就是论证逻辑分析，这有

两个问题。一方面，这是不全面、或者不了解情况的说法。在北美的能力考试，比如 GRE 中，真正考批

判性思维能力的考试部分，是在分析和论题写作上，它超出单一论证的逻辑分析（我们将在下面详述）。
[6]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国内的批判性思维考题都只是逻辑题，这正是我们要论证和改变的不合理之处，

自然不能用来论证批判性思维就是论证逻辑的观点，不然这是循环论证或用未经证明的前提来论证。 

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论证，为什么批判性思维课程也要教这六项“额外”的内容。 

 

2、批判性思维概念的发展：具体、多样、构造、论辩四大特征 

首先，当代批判性思维理论和教育的研究，已经把这些内容看作是批判性思维的构成成分。
[7] 

众所

周知，上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提出反思性思维这个词时，它指的是对观念之根据的反思

性思维，其实就是检验和判断假说和观念的科学方法
[8]
。后来，特别强调逻辑性的是格雷舍(Edward 

Glaser)，他在 1941 年提出的批判性思维定义是：根据证据来运用逻辑探索和推理方法。
[9] 

1962 年，恩

尼斯(Robert Ennis)将批判性思维定义为“对陈述的正确评估”。
[10] 

1983 年，希契科克（David 

Hitchcock）提出批判性思维是“根据理由来决定信什么、做什么”。
[11]

 这和恩尼斯两年后重新提出，并

现在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很接近:“决定信什么、做什么的合理和反思性的思维”。
[12]

 随后，1986 年，女

哲学家米西梅尔（Connie Missimer）提出，批判性思维就是“根据证据来考察替代论证”。 
[13]33

 显然，

开放和替代论证在米西梅尔的定义中处于核心地位。保罗(Richard Paul) 和艾德（Linda Elder）的定

义是“自我更正、完善的有规则的元思考”。这个定义把突破自我中心，寻求不同观点和运用理智标准来

判断的意思放在核心地位。他们也认为，批判性思维需要依靠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来达到对真理的判

断。
[14] 

 1990 年，范希昂（Peter Facione）根据几十位批判性思维专家的共识，把批判性思维解说为

“有目的、自我规范的判断活动”
[15]

，其中包括许多理智的美德和 6 类分析、解释、推理和判断的能力。

2001年，费希尔( Alec Fisher)指出，批判性思维其实是包含创造不同论证的“批判-创新”思维。
[16] 

 

可以看到，批判性思维观念发展到今天，对多样化，开放，替代论证的强调，已逐渐成为共识。这

个共识，也是相关领域研究的影响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来自和批判性思维密切相关的非形式逻辑

和论证理论的研究发展。 

按非形式逻辑研究的创始人约翰逊 (Ralph Johnson)和布莱尔 (Anthony Blair)的看法，非形式逻

辑的一个独特或“革命”之处，正在于它的关于“好论证”标准，不是形式逻辑的，而是证据的相关性、

充足性和可接受性：RSA (relevance, sufficiency, acceptance) 。他们说，这个标准的变革，代表着

合理性观念的重大变化。形式逻辑的合理观，一直是前提真加上推理的有效性（ truth + validity）。

非形式逻辑则认为，这样的逻辑标准，在实践中，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符合它并不一定不合理，

违反它也不代表一定不合理。衡量实际推理的标准应该是 RSA，只有违反它才是不合理的。非形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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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把论证看作是对立方的辩证或论辩。它还进一步要求，判断论证时，要把论证过程和背景因素包括进

来：论证的好坏，不仅表现在论辩的结果上，更表现在论辩的过程之中。理解一个论证不能只看它表达

出来的结论和论证的形式。只有理解论证的前因后果，背景和发展过程，才能够完整评价它。所以，根

据单一论证的形式来判断其好坏的逻辑标准和思考模式，是不实际的、过时的。
[17]

 

和约翰逊和布莱尔的看法很相似，沃尔顿(Douglas Walton )提出了对话论证理论（dialogue 

logic)。他更是强调，论证实质上是对话行为，论证不能脱离论辩过程来理解。而且，沃尔顿的一个中

心原则是，合理性标准必须随着情境来变化，不同对话类型(scheme)有不同合理性标准。比如，攻击对

话者的人品一般是谬误，但如果对话是大选的政治辩论，则是合理的。
[18]

  

范•爱默伦（Frans H. van Eemeren）和荷罗顿道斯特(Rob Grootendorst)的“实用-论辩”理论 

(pragma-dialectical theory)近 30 年来吸引了很多注意。根据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性讨论”

的概念，它认为，论证的合理性在于通过排除错误和争议而达到认知进步的批判性论辩中。由此，它提

出了 10条规则来指导讨论，以合理解决争端和问题。违反这样的规则，就是不合理的谬误。
[19]

 

这样一些关于论证的论辩理论，影响和加强了上述的批判性思维理论的变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

期开始，这些相关领域的思想研究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合力，推动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发展。当代的批判

性思维概念，已经从单一论证的逻辑分析走向多样性、构造性的认知探索，它包括了具体、多样、构造、

论辩这四大方面的要求： 

 具体：抛弃形式的普遍理性观，按情境和对话类型为依据来采用合理标准评估  

 多样：判断不仅是单一论证的考核，而是多论证的竞争和比较  

 构造：批判性思维是主动、发展的认知探索，包含构造替代论证  

 论辩：最好的解决问题和合理论证的途径是批判性讨论  

可见，在批判性思维研究中，好论证，依然是中心，但对论证的构成和本质的认识发展了。原来它

就是论证的逻辑构成，即前提-推理-结论。但现在，论证被看作是一个对立面的动态竞争和发展的过程。

它由更广泛的要素构成，包括主题和论点、观点和立场、意图和目的、事实和理由、假定和背景、含义

和后果、解释和推理、语言和概念、强度和范围等。考察论证，就要考察这些要素的动态作用过程。 

如希契科克指出，批判性思维和论证的逻辑分析既有重合，又有不同。
[20]

 两者的重合部分是对推理

及其逻辑力量进行分析。而不同的地方，在于批判性思维应该还有： 

 自我反思、实践的理性精神 

 开放、发展要求: “真理”有时态和地点性 

 考察证据、理由的可接受性 

 考察证据、观念和推理的背景情境 

 考察隐含的和基础性的前提 

 考察判别评价的标准、方法  

 辩证理性：多论证的竞争 

 要求创造替代的更好的论证  

 全面综合实际平衡的思考和决策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一些人已经认识到批判性思维独特之处：“什么是批判性思维的

特征？有批判性思维的人细致考察他们决定、信念和行动的基础假设。当他们面对一个新的观念或者一

个有力的论证时，他们谨慎地分析它，检查其逻辑一致性，搜听那些可能会扭曲真相的隐含假设。他们

不放过对观念和行动的背景和具体环境的考察。” 
[21]5

 “学习批判性思维，你需要熟悉批判性思维过程

的四个特有的原则: (1)发现和质问基础假设。(2)检查事实的准确性和逻辑一致性。(3)说明背景和具体

情况的重要性。(4)想象和开创替代选择。”
[22]13

 

在这个背景下，批判性思维的教学内容也在发展。在 80年代，这门课程主要讲授：  

 推理 （逻辑的，规范的）：比如诉诸未经证实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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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证 :日常语言中的论证，理由-结论的结构分析  

 论证中的语言意义澄清：比如意义模糊，偷换概念；定义理论  

 非形式逻辑谬误：比如诉诸无知、传统等  

现在，越来越多的课堂还讲授这样一些内容和原则：  

 推理：因果推理，提出和评估解释性假说，最佳解释推理（科学方法），和其他类型推理  

 论证：分析，收集和评估证据和信息，辨别隐含和基础的假设、前提 

 提倡论证的论辩模式，推崇对立方的合理讨论  

 强调通过创造更好的替代假说、论证来判断别人的假说、论证                

 要求立足于多面、具体的背景情境来判断观念和推理的意义和合理性 

 竞争和综合：说明判断和决策，是竞争论证的之间的比较和综合的结果  

 

3. 批判性思维方法论的哲学依据：批判性讨论最能促进知识进步  

其实。批判性思维应该包含什么、批判性思维教育应该教什么内容的问题，和哲学，特别是认识论、

知识理论的看法有紧密关系。批判性思维很类似于寻求知识发展的科学方法论，它的完善性必须服从于

哲学认识论的要求。也就是说，一个完善的方法论理论，不能存在认识论方面的缺陷和漏洞，它要能回

答认识论的挑战。换句话说，它需要有尽可能严密的哲学基础。 

比如，如果我们采用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恩尼斯定义：批判性思维是为了决定我们信念和行动而进行

的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需要什么样的考虑，考察什么东西，来决定我们

的信念和行动是合理的？ 这根本地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批判性思维研究者普遍同意甚至强调，追求真，

是批判性思维的合理目的和要求。决定一个信念是否合理，类似于决定一个信念是否是知识。这正是认

识论长久讨论的问题：判断一个信念为知识，到底需要包括哪些根据，需要有哪些辩护？ 

从经验主义（培根）、理性主义（笛卡尔）和综合性哲学传统（康德），到现代批判理性主义（波普

尔）科学方法论等等，我们知道，仅仅经验，或者仅仅推理，都不能成为信念的最好、最全面的“辩护”。

经验和理性的结合，是我们可能得到的最好的辩护。由于经验和理性自身都是可错的，不能构成不可动

摇的基础，我们也要对这样的基础进行批判考察。因此，获取知识的最好的渠道是，通过对经验和理性

进行深入、全面的检验，通过多方参与的批判性讨论，通过比较竞争理论的说明力和其他优缺点等等手

段，来综合判断我们的信念和行动的合理性。这是认识论发展到今天的科学时代的要求。  

因此，恩尼斯的定义，在这样的认识论规范下，自然会包括相应的要求，以满足认识的最大合理性。

而恩尼斯正是这样做的，在细化他的定义的内容时，他特别强调，要注意寻求替代性的假说、解释、结

论、计划、来源，而且对它们持公正开放的态度。在批判性思维中，认真考虑不同的观点，力求了解全

面的要求，是根本性的。
[23] 

 

其他理论家的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也以不同的方式包括这样的内容。保罗和艾德认为，批判性思维

是根据一系列理智标准而进行的自我指导、自我规范、自我检测和自我更正的思考。他列举的这些理智

标准，包括了产生知识所需要的必要保证，比如准确性、精确性、广度、深度、公正性、相关性、重要

性、充足性、逻辑、清晰性等。范希昂列出的批判性思维的六类技能也包括了这些内容。在他的论文

“批判性思维，是什么，为什么重要”（2015 年版）中，他概括当下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共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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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恩尼斯的定义对比，两者本质上完全一致。
[24]

 

一些研究者还把这些必要的步骤列在一起，构成一个批判性思维的“路线图”。希契柯克和恩尼斯都

给出了这样的指南， 它们的共同点：
[25]

  

 辨别问题或主题 （分析论证）  

 澄清论证中的概念和语义  

 收集证据，分析和评估证据、理由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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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推理，评估推理  

 考察有关情境和条件，由此决定原则、方法和意义  

 考虑其他的证据、解释和论证  

 对信息、情境、解释、论证进行全面、综合的判断  

这些步骤，并没有严格的先后次序。它们可以看作是当代认识论哲学指导下的方法论，以便得到尽

可能好的知识，和采取综合而言最佳的行动。 

 

4、对批判性思维的需求：中美学生的根本差异和中国复兴的障碍 

我们提倡教这样的批判性思维，也完全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教育。 

如上所述，在西方，比如美国，批判性思维已经在各级教育中推行很多年。在美国 GRE 这样的考试

中，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是由分析性和论证性的两个写作来实现的。GRE 考试委员会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提供了对该写作的指导。它建议：用这些问题来引导批判性思维思路： 

 准确地说, 什么是中心议题？   

 我全部同意还是部份同意它的断言,为什么？ 

 它的断言实际上奠定在某种假设上吗？如果是,这假设合理吗？ 

 它的断言是否仅在某些条件下有效,如果是, 那是什么？ 

 我需要限定或解释断言中的某些词吗？ 

 什么样的理由支持我采取这样的立场？ 

 可以用什么样的例子说明这些理由?什么例子最有力? 

 别人会用什么样的理由来反驳或削弱我的立场？ 

 我该怎样承认或反驳他们的观点？
[26] 7

 

从这样的指导，我们可了解，它强调的批判性思维内容和上述的路线图十分吻合。首先，它要判定

议题和确定立场。接下来，是发现和评价断言的假设和适用的范围，澄清概念，和给出正面的证据和理

由。然后，是思考他人的可能反驳及其理由，并与之进行批判性讨论。GRE考试的一个假设是，这样的

训练，即使没有专门上批判性思维课程，每个美国学生在大学的教育中都会得到。因为从基础教育到大

学的其他科目教育，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都是一贯强调的。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技能，是推进知识和发

现的必要素质，是美国精英人才不断出现的基础。 

我们其实早已经知道，中美学生的差别，正是这样的批判性思维能力。2011 年 12 月 05 日报载，美

国杜克大学教育督导、ETS 前 SAT 和 AP 出题人哈根（Lucy Haagen）带领中美双方团队，研究中国高中

学生，形成《 2011 中国 SAT 年度报告 》。报告指出：中国学生 SAT 的平均分数仅为 1213 分，与美国学

生的平均分数 1509 分差距高达 300 分。这 300 分的差距主要来自考查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阅读和写作，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学生整体欠缺有效的思维能力训练，这也是目前限制中国学生学术能力的最重要的因

素之一。
[27] 

这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从我们大学毕业的科技人员，缺乏学术研究能力和创造性。这

是实现强国和民族复兴梦的最大的障碍。人的思维能力的差别，比什么差别的影响都大。 

虽然我们强调用科研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来解决科技创新问题，但基本思维能力的缺乏问题是无法回

避的。细胞没有活性，机体不可能强壮。不管花再多的钱，采用什么的组织和战术，如果科研人员没有

学术创造的意愿和技能，成为创新国家几乎不可能。而几十年的学科教育和知识教育也已证明，除了全

面普及批判性思维教育，没有别的手段或机制来补充这样的思维素质。 

所以，根据这样对批判性思维的认识，我们在 2010 年出版的教材《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走向新

的认知和实践》中，首先依据上述的“路线图”来安排教学内容。另外，还根据对中国学生的特点的认

识，我们把“探求隐含的前提假设”和“思考不同、替代观点”的两大类素质专门用两个单独章节来予

以强调（即第八章，深入的思考：挖掘隐含假设和基础，和第九章，辩证的思考：开放、开创和竞争）。

我们教材的大纲是这样的一个图
[28]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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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安排，已经被证明是十分正确的。上述的《 2011 中国 SAT 年度报告 》就特别指出，“中国

学生最大的问题是出现在‘比较和评价论点’这类题型中，因为这类题目需要学生剥离表象去探求文章

的‘前提假设’，同时对比不同作者的观点，这也成为中国学生‘最大的软肋’”。 
[29]

 

所以，我们确信，这样以探究和创新为导向的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符合当代的认识，而且对中国

的需求具有直接的针对性。不进行这样完整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就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缺乏症问题。当然，这是我们的努力，实践上还有很多的缺憾和不足，需要和全国教育工作者一

起来完善。 

 

5、 总结  

我们认为，符合中国需要的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内容, 除了论证的逻辑分析，还应包括那些创造知识、

理性决策所需要的其他技能，特别是：探索和评估观察、证据、陈述的真假和质量；提出、检验和判断

科学假说；挖掘和考察隐含假设和深层基础假设；主动寻找多样的信息，努力构造替代解释和论证 ；合

理进行多方论辩式的论证；立足具体语境作出细致、全面的综合判断等。  

我们的根据主要是：它是当代批判性思维理论和相关领域的研究的成果，并具有良好的哲学认识论

的根据。而且，这样的思维技能既是世界各国发展科技、文化、社会的必要条件，又正是中国教育亟缺

的素质。因此，作为教育者，我们岂能以各种理由忽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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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批判性思维”和“创新”都是当前非常时髦的术语。本文对批判性思维态度与创新个性、批

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这几组概念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了批判性思维与

创新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文中指出，加强批判性思维教育对推进创新、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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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批判性思维；创新；批判性思维态度；创新个性；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 

 

“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这两个范畴间具有怎样的关系，批判性思维教育对于创新人才培养又具

有怎样的意义？文中试加以探讨。 

 

    一、概念界定 

    批判性思维，通俗地说，就是批判性地思考。根据恩尼斯的定义，批判性思维是指理性的、反思性

的思维，其目的在于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创新，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抛开旧的，

创造新的。”
[1] 198 

亚里士多德将“创新”定义为“产生前所未有的事物”。目前，关于创新的定义可谓五

花八门，此处不一一列举。创新离不开创新主体，而创新主体可以是个体、群体、民族、国家乃至整个

人类。本文所谈论的创新是一个狭义概念，强调创新的主体是个体。我们对创新做如下定义，创新是指

由个体发动、从事和实现的产生有社会价值的新成果的活动。创新个性、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是创新的

重要构成要素。 

    下面我们主要从批判性思维态度与创新个性、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

这几组概念间的关系出发，来探讨批判性思维与创新的密切关系。 

 

二、批判性思维态度与创新个性 

批判性思维态度即批判性思维者的态度，“指的是一种养成习惯的愿望和理智素质，它们以求真、公

正、反思的精神为核心”。
[2] 30

也有学者把批判性思维态度称为批判性思维倾向或批判性思维气质。通常

认为，一个成熟的批判性思维者应具有的理智素质包括：理智的谦虚、理智的勇气、理智的自主性、理

智的换位思维、理智的诚实、理智的坚持、相信理性、心灵公正等。
参见[3] 30-34 

 

1990 年，46 位批判性思维学者在《德尔菲报告》的“专家共识声明”中指出：“理想的批判性思维

者喜欢探索、了解全面、信任理性、思想开放、立场灵活、评价公正、诚实面对个人偏见、判断谨慎、

愿意重新思考、理解论题清晰、对复杂问题思考有条理、不倦地搜寻有关信息、选择标准合理、考察专

注，并且不懈地追求题材和条件容许的最精确的结果。”
[4] 15

  

国内有学者根据《德尔菲报告》，把批判性思维态度概括为：求真、思想开放、分析性、系统性、自

信和好奇性。
[5] 352

  

恩尼斯指出，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应该具有如下意愿：“寻求替代的假说、解释、结论、计划、来源

等，并对它们持开放的态度；一个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支持，就严格在这个程度上认可它；追求见多

识广；认真地考虑和自己观点不同的其他看法。”
[6] 364

  

创新个性是“创新者的个性”的简称，是创新的构成要素，其中“个性”是指一个人的稳定的心理

特征和行为倾向，它影响着个体的创新活动和创新行为方式。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对创造性个体的个

性特征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创造性人才的共同个性特征包括：“（1）有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不肯

雷同；（2）有旺盛的求知欲；（3）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事物的机理有深究的动机；（4）知识面广，善于

观察；（5）工作中讲求条理性、准确性与严格性；（6）有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直觉，喜好抽象思维，

对智力活动与游戏有广泛兴趣；（7）富有幽默感，表现出卓越的文艺天赋；（8）意志品质出众，能排除

外界干扰，长时间地专注于某个感兴趣的问题之中。”
[7] 226

 

    依据上述内容，下面我们对批判性思维态度和创新个性加以比较。 

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理智素质中“理智的勇气”，要求思考者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自己认为对的思

想，要有高度的独立性，“理智的自主性”要求思考者克服“顺从倾向”，树立自我意识，在学习时形成

一个不同的观察面和思考角度，最后得出独立的判断。这些与吉尔福特指出的创造性人才特征“（1）有

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不肯雷同”是相同的。 

求真、公正、反思的精神是批判性思维态度的核心，其中“求真”精神以及《德尔菲报告》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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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欢探索”等恰是创造性人才特征“（2）有旺盛的求知欲”的体现。 

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对事物的“好奇性”及《德尔菲报告》中提到的“理解论题清晰、对复杂问题

思考有条理、不倦地搜寻有关信息、选择标准合理、考察专注，并且不懈地追求题材和条件容许的最精

确的结果”体现了创造性人才的特征“（3）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事物的机理有深究的动机”和特征“（5）

工作中讲求条理性、准确性和严格性”。 

恩尼斯提到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追求见多识广”，以及《德尔菲报告》中提到的“了解全面”、“思

想开放”体现了“知识面广”；理智素质中“理智的自主性”强调“以审慎的态度、怀疑和拷问的态度来

学习，尽量去发现事情的多重侧面”，这些都是“善于观察”的体现。可见，批判性思维态度也体现了创

造性人才的特征“（4）知识面广，善于观察”。 

理智素质中“理智的勇气”、“理智的自主性”、“理智的坚持”以及《德尔菲报告》中提到的“考察

专注，并且不懈地追求题材和条件容许的最精确的结果”与创造性人才的“特征（8）意志品质出众，能

排除外界干扰，长时间地专注于某个感兴趣的问题之中”非常相似。 

“相信理性”以及“求真、公正、反思”精神都强调抽象思维。显然，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具有进

行抽象思维的意愿。这一点与创造性人才特征（6）中的“喜好抽象思维”相同。 

由上，我们看到，批判性思维态度与创新个性的大部分特征是相同或相似的。只有创造性人才特征

（6）的部分内容和特征（7）在上述批判性思维态度中没有明确提到。这就意味着，通过批判性思维训

练，当我们去培养一个人的批判性思维态度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是在培养这个人的创新个性。 

 

三、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为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而进行的理性的、反思性的思维过程。创新思维，有时亦称

“创造性思维”，是产生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等新成果的思维过程。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有着密切

关联。 

1．批判性思维过程中需要创新思维 

批判性思维的核心任务是构造和判断好论证。理由、推理和结论是论证的基本要素。批判性思维通

常依据如下标准来分析和评价一个论证的好坏：清晰性、准确性、精确性、相关性、重要性、充足性、

深度、广度、逻辑、公正性等。
参见[8] 45-50 

寇茨（E.Coats）概括出批判性思维的 4 个特有原则，即“发现

和质问基础假设；检查事实的准确性和逻辑的一致性；说明背景和具体情况的重要性；想象和开创替代

选择。”
[9] 3 

董毓先生把目前公认的批判性思维过程所包括的必要工作概括为“理解主题论点，分析论证

结构，澄清观念意义，审查理由质量，评价推理关系，挖掘隐含假设，考察替代论证，综合组织论证。”
[10] 52 

不管是分析、评价别人的论证，还是构造自己的论证，都需完成这些工作。 

“挖掘隐含假设”是指“挖掘和拷问论证中隐含的前提、假设、含义和后果”。这时要问：“在这个

论证或推理中，有没有还没有表达出来，但又是论证所必需的条件、前提和原理？如果有，它们合理

吗？”需要尽力去设想有关隐含前提和可能性，进行发散式思维。若揭示出论证的隐含前提或假设，常

常导致推翻原来的论证，更可能导致根本的创新。比如，“地心说”就包含一个隐含前提，即“太阳围绕

地球转”。对这个前提的揭示，最终导致“日心说”的提出。 

“考察替代论证”是指“创造、考察不同观点、论证和结论，进行竞争比较、排除”。构造竞争和替

代论证的过程，是进行创造性思考或创新思维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思考者突破现有的思维框架，充分

发挥想象力，尽量寻找不同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考虑其它逻辑可能性。这时要问：“关于该论证，

还有什么值得考虑的可能性？”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

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综合组织论证”是指“综合各方面论证观点，形成一个全面和合适的结论”。这个过程需要对论证

做出整体评判、修正或综合，是对各方面、各环节分析思考的综合，聚合思维起着重要作用。综合组织

论证是达到好论证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达到好论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知识、真理和进行最优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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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主题论点、分析论证结构、澄清观念意义、审查理由质量、评价推理关系”这些分析和评

价论证的环节，也需要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开放思考，其中包含着创新思维的要素。 

综上，一个好的论证是经过正反多方面思考、探索、比较、分析、综合之后的结果，是发散思维与

聚合思维的结果。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是创新思维的常见表现形式。批判性思维是获得新知识、发现真

理的必经之路。人类发展中上的创新成果往往是进行批判性思维的结果。 

2．创新思维过程中需要批判性思维 

        创新思维始于问题的提出，终于问题的解决。英国心理学家澳勒斯（G .Wallas）提出，创新思

维过程包含四个阶段，即准备阶段、酝酿阶段、明朗阶段和验证阶段。
参见[11] 21

  

准备阶段需要批判性思维。准备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发现问题，提出创造性问题，并搜集与问题相关

的信息材料，对这些信息材料进行整理和加工。发现问题、提出创造性问题需要思维者具备一种灵活、

敏捷、细致、全面的发现和推理能力，需要思考者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已知的观点或论证，对其

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去发现理由、解释、推理中的不合理性因素。可见，这里所需要的正是批判性思

维。若对他人观点或论证毫不批判地被动接受，没有批判性意识和眼光，发现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搜

集与问题相关的信息材料并对之进行整理加工也需要批判性思维。获取、选择与问题相关的有价值的材

料，审查所搜集的材料的可靠性、真实性，对它们进行解释、分析等等都需要运用批判性思维的方法和

技巧。 

酝酿阶段的任务是在第一阶段搜集材料、加工整理的基础上，对问题作试探性解决，提出各种试探

方案。明朗阶段的工作是提出新的认识成果、新的观念、新的思想。虽然想象力、直觉、灵感、顿悟等

方式在这两个阶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两个阶段同样需要批判性思维。对各种可能试探方案评价、

比较、分析，并在各种方案中进行优化选择，以促进新思想、新认识的提出，这都离不开批判性思维。

设想各种问题解决方案也不能天马行空，需要的是合理想象、具有可能性的想象，这要受到批判性思维

方法和原理的制约。 

验证阶段需要批判性思维。验证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第三阶段得到的初具轮廓的新思想、新认识进

行检验和证明。这时，要运用批判性思维中的逻辑原理与方法，检验新成果的论证是否合乎逻辑，检验

证明方法是否可行，实验结果在多大程度上会支持新成果，等等。通过检验，也可能会修正原来的部分

观点，也可能会证伪以致完全抛弃原来的观点，又提出新的问题。对新思想、新认识的检验是一个复杂

的批判性思维过程。要根据解决问题具体方案的不同特点提出相应的证明策略。显然，符合形式逻辑规

则的论证是最为有效和可靠的论证。但很多新思想，新认识却达不到那么高的可靠性。以对爱因斯坦广

义相对论的证实为例。爱因斯坦根据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引力红移现象。而后来天文学家在天文观测中证

实了这一点。这个推理背后的结构是：（I）如果 P，则 Q；Q；所以 P。这在逻辑上是无效的。通常，把

具有（I）模式的推理称为假说演绎推理。因此，只能说广义相对论被“暂时”证实了。目前来讲，由于

认识的局限性，我们只能把评价假说的推理看作一种达到最佳解释的推理，即通过分析和判定各种解释，

找到最佳解释。历史表明，只有经受了严格检验的新思想、新认识才是可靠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创新成

果。 

概括地说，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相互需要，相互促进，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思维。有人认为，

批判性思维的作用只在于批判，在于“破”，会阻碍创新。其实不然，批判性思维在重视“破”的同时也

重视“立”，寻找好的论证和正确的知识是批判性思维追求的目标。由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的密切关系

也可看出，培养批判性思维有助于培育和鼓励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在创新思维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不容忽视。也需认识到，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各有侧重，前者更强调观点或论证的清晰性、一致性、

合理性等方面，后者更突出观点或论证的新颖性、灵活性、流畅性等方面。 

 

四、批判性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 

能力是主体在生物遗传与文化遗传的基础上从事活动的功能与力量。通常认为，批判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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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包括解释、分析、评估、推论、说明和自校准六种基本能力。本文在狭义上定义创新能力，创新能

力是指个体在创新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创新能力至少包括认知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等方

面，其中创新思维能力是创新能力的核心。 

    批判性思维研究认为，个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提高。创新学研究则认为，每一个

体都有创新能力，个体的创新能力可以开发提高。我们认为，培养个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助于提高个

体的创新能力。 

1．培养个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助于提高其认知能力。 

知识是进行创新的必要前提，而知识的获得要通过学习。学习能力是认知能力中的一种。批判性思

维能力是理性思维能力，它要求任何信念和行动都要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批判性思维要求个体在学习

时，不是去死记硬背知识，而是要进行合理质疑，做到真正的独立思考。学习者的阅读是批判性阅读，

在阅读时要与文本进行对话，要经常问“是什么和为什么”，不盲从和轻信他人观点。批判性思维要求学

习者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和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因果联系，了解知识的推出过程。这样习得的知识，会得

到真正的消化，容易与个体已有知识、信息和理论等以新的方式加以整合，并自觉转化为能力。可见，

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助于提高个体的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中解释、分析、评估、推论、说明、

自校准等能力本身就是认知能力，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清晰而准确地理解他人和自己观点、分辨证据

或理由的真假、检测事物之间的联系，分析假设与推理、进行综合判断的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注

定就会提高这些认知能力。 

2．培养个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助于提高其创新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是创新思维能力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在创新思维过程中，经常会运用演绎推理、归纳

推理、类比推理、假说演绎法等逻辑思维方法，并且任何创新成果都要经过逻辑的检验。批判性思维训

练的核心内容是非形式逻辑的规则、原理与方法，而非形式逻辑的主体内容就是演绎推理、归纳推理、

类比推理、假说演绎推理等。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自然会提高个体的逻辑思维能力，进而提高其创新

思维能力。 

    想象力也是创新思维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时对创新有决定性意义。虽然批判性思维能力强

调理性推理能力，但它并不束缚想象力。相反，它会激发想象力。“亨特（David Hunter）提出‘三的原

则’，要求突破个人的思考框架，发现对象的多维性：对一个问题，应该寻找三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

对一个目标，找出三种行动方案；定义一个观念，找出三个例子；对一个论证，寻找三个反驳，等等。”
[12] 370

批判性思维过程中的“构造竞争和替代论证”环节，也为想象力的发挥创造了空间。 

    创新思维过程是由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创新思维能力自

然包括创造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目标是追求可靠知识和真理，使行动最优化。批

判性思维能力是一种反思性能力，强调突破思维定势，向流行观点和权威挑战，去挖掘和发现他人论证

中的不足，在综合组织论证基础上得出合理结论，这些都有助于创造性地提出和解决问题。 

    3．培养个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助于提高其实践能力。 

通过理性的、反思性的思考，批判性思维的目的之一在于决定我们的行动。离开思想指导的行动是

盲目的，只有在合理或正确观念指导下的行动才更有意义和价值。创新实践能否成功依赖于创新思想或

观念的合理性与现实可行性。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会增强审查、分析和评价创新思想或观念的能力，

从而做出更好的决策和行动。在创新实践过程中，也可能出现预想不到的结果，需要个体及时调整实践

方案，做出最优选择。此外，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需要在实践中反复练习、巩固和提高，锻炼批判性

思维能力的过程也是提高个体实践能力的过程。 

 

五、小结 

总而言之，批判性思维态度与创新个性、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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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十分密切。而创新个性、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不仅是创新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创新人才应具备的

重要素质。因此，加强批判性思维教育对于推进创新以及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掀起了“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运动”。这一运动最初源于对美国国内教育

模式的反思，进而催生了批判性思维的诞生。近年来，全美上千所高校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培养批判

性思维能力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目标。不仅如此，批判性思维教育已纳入美国的国民教育体系，

贯穿于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以至大学等教育的各阶段，成为美国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手段。在美国，

批判性思维能力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测量指标。比如，俗称美国高考的 SAT（即学术能力评估考试）总

共考三门课程，其中有两门即“阅读”和“写作”重在测试批判性思维能力。北美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GRE 中设有专门的“分析性写作”，重在考察考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国家也特别重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但总体而言，批判性思维对

于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尚未受到国人的充分重视，甚至可以说，批判性思维教育在我国教育的各个

阶段被严重忽视。2010 年，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曾指出，中国本科教育还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内

容，“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缺失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这个背景下，如何能够使

学校更好地培养创新人才值得我们反思。笔者认为，基于批判性思维与创新在诸多要素方面的密切关联，

为提高全民的创新能力，在国民教育的各阶段重视并加强批判性思维教育是一条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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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研究】 

测验效度概念的新发展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 

原文出自《考试研究》2013年第3期 

 

考试是一把尺子，被用来测量应考者的能力。这把尺子本身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只有达到质量标准

的考试才能被应用。效度是刻画考试质量的最重要指标，它反映了考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考试目的。

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AERA）、美国心理学会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和美国国家教育测量学会（National Council on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NCME）共同制定的《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 
[1][2]

和美国教育协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和美国国家

教育测量学会共同组织编写的、被人们称为“教育测量领域的《圣经》”的《教育测量（Educational 

Measurement）》
[3][4]

中，首先讨论的都是考试的效度问题。 

  

一、 效度概念的历史演变  

考试是一把尺子。这把尺子的准确性，需要靠另一把尺子来检验。这“另一把尺子”，就是“效标

（criterion）”，或“标准”。在招生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当我们准备将一项测验（如手指速度测验或

注意力测验）作为“打字员培训班”的招生考试时，我们可以对这项测验的有效性进行检验。我们可以

计算经过一个月培训后的学员的打字速度与测验分数之间的相关。如果存在显著的相关，我们可以说这

项测验是有效的。这时，经过一个月培训后的打字速度就是“效标”。 

早期的效度研究是围绕“效标”展开的。例如，作为美国高考的《学术评估测验（SAT）》的主要效

标是大学第一年各科考试成绩的平均，英语 TOEFL考试的效标是英语教师对学生英语水平的评价，汉语

水平考试（HSK）的效标是汉语教师对学生汉语水平的评价。在教育部考试中心的资助下，笔者曾经进行

过一次关于语文高考的效度研究，采用了 4种效标：高中成绩，高中任课教师对学生语文水平的评价，

高中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大学第一学年的各科成绩平均。
 [8]

受国家公务员局委托，笔者曾经对若干年

的中央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进行效度研究。研究所采用的最主要效标是考生的学历，划分为大专、本科、

硕士、博士等几个等级。 

大学中由任课教师命题的、监管并不严格的课程考试成绩真的比顶尖专家命题的、严格监管的高考

成绩更可信吗？真的可以被作为效标去检验高考成绩吗？如果以“学历”作为效标来检验公务员录用考

试的成绩，高学历就一定是高能力吗？为什么不直接根据学历来录用公务员呢？  

“效标”被用来对考试的质量进行检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效标很容易受到质疑。心理测量学家

们发现，“效标”只能在很有限的领域内为测验提供有说服力的效度检验，更多的情况下则是捉襟见肘，

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他们尝试着为“效标”配备了两个助手，一个的名字叫“内容（content）”，另

一个的名字叫“构念（construct）”。 

在可疑的“效标”显然靠不住的时候，心理测量学家说，测验可以是特定知识内容总体的一个代表性

样本。只要我能够证明我编制的测验是特定知识内容总体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我就可以说我的测验是

有效的，说它具有“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例如，高考语文考试可以是中学语文教学内容

总体的一个代表性样本。 

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E5%8C%97%E4%BA%AC%E8%AF%AD%E8%A8%80%E5%A4%A7%E5%AD%A6%E6%95%99%E8%82%B2%E6%B5%8B%E9%87%8F%E7%A0%94%E7%A9%B6%E6%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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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效度”面临双重挑战。首先，我需要证明我编的高考语文试卷是中学语文教学内容总体的一个

代表性样本。这并不容易。“中学语文教学内容总体”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关于什么是“语

文”，1949年以来已经争论了 60多年。基本观点有 4种。一是语言和文字。二是语言和文学。“唐初

四杰”是哪几人？《过秦论》的作者是谁？《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什么？《阿 Q正传》的主题思想是

什么？《小桔灯》采用的是什么描写手法？这些，属于文学问题，不属于语言和文字的范围。三是语言

和文化。中国人结婚穿红而不穿白，中国人责“无后”为“不孝之最”，这些属于中华文化。四是语言

和人文。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这些属于“人文”。根据“语言和人文”的观点，语文还应该包含教

化，包含品德教育，包含价值观。语文界的前辈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基本持“语言和文字”的

看法。今天，在我国语文教学界最有影响的一批权威人物则持“语言和人文”的看法。“总体”的边界

都不清楚，怎么证明你编的测验是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其次，即使我能够证明我的测验是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我还需要继续证明那些掌握了“中学语文教学

内容总体”的考生更有可能在包括数学系、物理系、生物系在内的大学学习中具有优势。近年来，人们

常常提到“钱学森之问”，追问“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还需要继续证明，我编制

的作为“中学语文教学内容总体”代表性样本的语文高考试卷，确实可以向那些潜在的“杰出人才”倾

斜。显然，这是比证明我的试卷具有取样代表性更困难的任务。 

当主将“效标”和助手“内容”都招架不住的时候，心理测量学家就只好以另一个助手“构念”来搪

塞。他说，虽然我无法证明我的考试具有“效标关联效度”和“内容效度”，但我的考试具有“构念效

度”。“构念效度”成了一个“筐”，所有无法得到效度证明的考试都可以往里面装。据说，“语文能

力”是一个“构念”，这个“构念”可以用考试来界定，这些界定“构念”的考试具有“构念效度”。

关于“构念效度”虚弱的逻辑基础和循环论证，讨论的文章已经很多，不再赘述。 

正是由于认识到原有效度概念框架的脆弱，心理测量学家们开始尝试构造新的效度研究范式

（Paradigm）。这种努力，体现在 1985出版的《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第 5版）》
[1]
中，在 1989年出

版（1993年修订）的《教育测量（第 3 版）》
[4]
和 1999年出版的《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第 6版）》

[2]

中，得到比较完整地阐述。 

在新的研究范式中，不再将效度划分为效标关联效度、内容效度和构念效度。“构念”被用来定义

效度概念。“构念”被定义为：“测验所要测量的概念或特性（the concept or the characteristic 

that a test is designed to measure）”。（AERA，1999，第 173页）。所谓效度，就是测验对构念

进行测量的有效程度。从此，“构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这一短语对于效度来讲已经成为多

余（redundant）”。（AERA，1999，第 174页）。随着“构念效度”退出历史舞台，“构念”走到了舞

台的中心。 

在新的研究范式中，“证据（evidence）”取代效标成为效度研究的核心概念。效度研究被视为一

种通过积累“证据”对测验的效度提供支持（support）的过程，效度研究被视为一种对测验分数做出合

理（reasonable）解释的过程。在《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第 6版）》中，提出了支持考试效度的 5个

方面的证据：基于内容的证据(evidence based on content)；基于反应过程的证据(evidence based on 

response processes)；基于内部结构的证据(evidence based on internal structure)；基于与其他变

量之间关系的证据(evidence based on relations to other variables)；基于测验结果的证据

(evidence based on consequences of testing)。
[2][9]

 

这时，效度研究的逻辑是，虽然我不能“证明”我的考试是有效的，但我可以用尽可能多的“证据”

去支持我的考试。尽管我不能确认某项考试一定有效，但我可以从互相竞争的考试中选择得到更多证据

支持的考试，我可以根据效度研究结果做出合理的选择。 

在 2006年出版的《教育测量（第 4版）》中，将这种效度研究范式称为基于构念效度研究之上的

“一元化效度模型（construct validation as the basis for a unified model of validity）”。

（Brennan，2006，第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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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试实践中，这种效度研究范式继续受到挑战，继续遭到质疑。人们发现，仅仅靠作为证据的

“事实（fact）”或“可观察行为（observable behavior）”并不足以对测验效度提供足够的支持。只

有当“证据”与一些预设的“假设”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对测验提供支持。 

在考试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效度研究案例是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关于客观性选择题和主观

性作文题的比较研究。选择题能否被用于考查写作能力？上世纪 50年代初，在美国语文教学界曾经存在

激烈的争论。为此，ETS 从 1954 到 1957 年进行了一项长达 3 年的实证研究。ETS 对《英文写作水平考试》

（English Composition Achievement Test ，简称 ECT，全部是选择题）、《普通写作测验》

（General Composition Test， 简称 GCT ，两小时的作文考试）和《学习能力倾向测验》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简称 SAT，）的言语部分（全部是选择题）等三个考试进行了比较研究。

采用的效标是语文教师对学生作文水平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观察结论。1957年，ETS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

果：SAT的效度最高，与语文教师基于长期观察对学生写作能力做出的主观评价最一致。其次是由客观

性试题组成的 ECT，最差的是由作文题目组成的 GCT。
[5]
 正是由于这一项研究，才使其后的 40年中客观

性选择题成为美国语言能力测试的主要题型。 

这是一项关于选择题效度的研究。支持选择题效度的“证据”或“事实”是：选择题与效标之间的

相关最高。要想从这一证据得到“选择题优于作文题”的结论，需要一系列的假设。最主要的假设是：

任教一年的语文教师对学生的写作能力的评价是有效的。同时，还包含假设：选择题的命题人与作文题

的命题人具有相同的水平；作文题的评分人是合格的，可以给出正确的评分；任教一年的语文教师具有

正确评价学生写作水平的能力；他们给出的评价具有可比性；他们的评价是认真负责的……。显然，只

有基于这一系列假设之上，“相关最高”的“证据”才能对选择题的有效性提供支持。这些假设都是可

能受到质疑的。为了使结论具有说服力，需要回应这些质疑，需要对这些假设进行论证，有时候需要展

开进一步的研究。对这些假设论证得越充分，结论越具有说服力。 

正是由于认识到仅仅凭借“证据”或“事实”不足以对考试效度提供支持，测量学家在效度研究中

引入了基于非形式逻辑的图尔敏（Toulmin）论证模型中的概念“理由（Warrant）”。（Brennan，2006，

第 27页） 在“理由”中，不仅包含“证据”，还包含“假设”。“证据”和“假设”共同构成了“理

由”。这时，效度研究不再是仅仅靠“证据”去“支持（support）”考试的效度，还需要靠“理由”去

“论证（argument）”考试的效度。在《教育测量（第 4 版）》中，“理由”成为效度研究的核心概念。

效度研究被视为一种通过构造“理由系统”和“理由网络”对效度所进行的“论证”，效度研究被视为

一种对测验分数做出可接受的（plausible）解释的过程。 

新的范式将效度研究视为考试的支持者与考试的反对者之间的一场辩论。支持者努力为考试的效度

辩护，反对者对考试的效度提出种种质疑。通过辩论，一方面为考试赢得更多的支持，拓展更多的应用

领域，另一方面，界定考试的应用范围，避免考试分数的误用。 

  

  

二、 效度论证的基本过程  

    在新的效度研究范式中，效度研究不再是简单的计算测验分数与效标之间的相关，也不再

是简单地收集证据或事实，而是一个持续的、层层深化的、无止境的研究过程。新的效度研究范式主要

借鉴了图尔敏论证模型。在图尔敏的模型中，包含了资料（datum，D）、必要条件（backing，B）、理

由（warrant，W）、限定（qualifer，Q）、例外（exception，E）和结论（claim，C）等 6 个基本要素。 

论证的基本过程是：资料（D）和必要条件（B）共同构成了理由（W），在接受了例外（E）的反驳

之后，经过限定（Q），使结论得以成立。图 1给出了效度论证的基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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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效度论证的基本过程  

以高考语文考试的效度论证为例。资料是实证研究结果：高考与大学一年级各科平均成绩具有显著

相关。必要条件是：大学中的课程考试成绩可以反映出学生的大学学习水平，研究样本具有足够的代表

性，大学课程考试的评分是公正的，高考中不存在作弊现象，大学课程考试中不存在作弊现象，……。

资料与必要条件共同构成了理由。结论是：高考语文考试对于预测大学学习表现是有效的。例外是：数

学系学生的大学各科平均成绩与高考语文成绩之间的相关不显著，某国际物理大赛金奖获得者语文高考

成绩很低……。限定是：结论不适用于数学系的学生，结论不适用于国际物理大赛金奖获得者……。图

2给出了高考语文考试效度论证过程。 

  

图 2 高考语文考试的效度论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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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个论证层次的资料和必要条件，可以是另一个论证层次的结论。例如，“大学学习成

绩可以反映出学生的大学学习表现”，在关于高考的效度研究中，这是必要条件，同时，这也可以成为

另一项关于大学中课程考试效度研究的结论。 

  

三、 效度论证的主要环节  

在新的效度研究范式中，效度研究不再仅仅是计算测验分数与效标之间的相关系数，而是贯穿于从

施测到决策的整个测验过程中。在《教育测量（第 4版）》中，讨论了评分（scoring）、概化

（generalization）、外推（extrapolation）和决策（decision）4个环节中的效度论证。 

1、评分中的论证 

2002 年全国统一高考的作文题目是“心灵的选择”。一位考生在作文中讨论了潘金莲的心灵选择，

在武大郎和西门庆之间的选择。初评仅得 20 多分（满分 60 分）。评分老师认为文章的思想不健康。经

过评分组几十位评卷教师讨论，考虑到这篇文章文笔流畅、行文优美、引经据典，分析有理有据，改成

了 40 多分。再之后，评卷指导委员会认为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给出了接近满分的成绩。
[6]
 两次改

判，先后给出了 3个不同的分数，实际上体现了评分的不同侧重点。 

    长期以来，在作文评分的思想性、内容丰富性、结构、逻辑、语言、书写、卷面整洁等评

分要素的相对比重中，一直是存在争论的。不同的评分规则，会影响到考试的效度，会影响到分数的解

释。对此，是需要论证的。 

在评分环节的论证中，我们需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评分规则是否合理；第二，评分员是否正确

地按照评分规则评分。 

2、概化中的论证 

测验是根据样本行为推测行为总体的过程。在测验过程中，总会存在概化推论。在高考语文考试中，

我们关心的不是考生在考试中的表现，我们关心的是考生所具有的语文能力，我们需要把考生的考试表

现概化到考生的语文能力，需要根据考试成绩推论考生所具有的语文水平。 

在现行语文高考中仅仅包括阅读和书面表达，没有包括听力和口头表达。如果效度研究的结果显示

阅读和听力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那么，我们就可以将高考

成绩概化到听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将语文高考的高分解释为“具有包括阅读、听力、口头表达和书面表

达能力在内的语言能力”。这种概化，需要以效度研究为基础，需要基于充分的论证之上。 

根据高考成绩做出的概化，范围可能很不同。可以概化到“对高中语文教科书的记忆能力”，可以

概化到“阅读和书面表达能力”，可以概化到“包括阅读、听力、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能力在内的语言

能力”，可以概化到“语言和文学能力”，可以概化到“包括语言、文学、中华文化的语文能力”，可

以概化到“包括语言、文学、中华文化、道德修养和正确价值观的语文能力”。概化到多大的范围？这

需要根据效度研究的结果做出回答。 

在概化环节的论证中，我们也需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试题对目标领域的代表性，控制试题的取

样误差。第二，用于效度研究的考生样本对考生总体的代表性，控制考生的取样误差。 

3、外推中的论证 

当我们将考试成绩作为招生、招工的依据之一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考生的某项能力，

我们更关注考生未来的学习、工作表现。当我们将高考语文成绩作为招生依据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从

测验分数概化到语文能力，我们还需要继续外推到“完成大学中的学习任务”。 

大学中的数学、物理等专业，是否像文、史、哲等专业一样，同样需要较高的语文能力？对此，人

们是存在不同看法的。有些物理系的老师认为，物理系的学生只要数学好就可以了，语文成绩并不重要。

另一些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曾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数学家苏步青先生曾说：“如果允许复旦单独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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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每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课目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

不通的。”
[7]
 

是否高考语文成绩高的人都可以顺利完成大学的学习任务？是否高考语文成绩低的人难以完成大学

的学习任务？语文能力对于在大学中完成数学、物理等专业的学习任务是否重要？这些问题，需要根据

效度研究的结果做出回答。 

4、决策中的论证 

在我国的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包括资格审查，公共科目笔试，专业科目笔试，面试，考察、试用等

环节。所谓“考察”，包括档案审查和实地调查，包括走访报考者原来就读的学校或曾经工作的单位，

了解报考者以往的工作和学习表现。在美国的大学招生中，标准化测验 SAT和 ACT的成绩大约在招生决

策中占三分之一的比重。占比重最大的是高中成绩。之外，推荐信，获奖记录，参加公益活动，参加文

娱、体育活动等，都会影响到招生决策。在我国高考中，对少数民族考生有“加分”政策。在美国，多

数大学都坚持对少数民族学生、女生和贫困家庭学生的“加分”政策。 

在招生、招工决策中测验应占多大的比重？高考语文考试对于文科和理科考生是否应划分不同的及

格线？是否应对某一特定群体采用“加分”政策？这些问题，也需要根据效度研究的结果做出回答，也

需要通过效度论证做出回答。 

高考对基础教育具有重要的“指挥棒”，许多考试都具有导向（wash back）作用。考试的这种导向

作用，也需要包含在关于决策的效度论证之内。在 1999 年出版的《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第 6 版）》中，

专列一节讨论了基于测验结果（consequences )的证据。在 2006年出版的《教育测量（第 4版）》中，

将“决策”作为效度论证的一个环节。这些，都体现了对考试的社会影响的重视。 

 

四、 效度论证的评价标准  

关于测验效度的研究是否为测验的分数解释提供了足够的依据？效度论证是否具有说服力？在《教

育测量（第 4版）》中，给出了关于效度论证的 3条评价标准。 

    1.清晰性（clarity）：效度论证应给出一个清晰的效度研究框架。对于理由（W）中所包含的资

料（D）和必要条件（B），都应给出清晰、详细的说明。同时，对于论证中所包含的概化、外推过程也

要给出清晰、详细的说明，使这些推论可以有说服力地支持最后的结论和决策。在这里，尤其要警惕一

些隐含的、模糊的、可疑的假设造成误导。 

    2.完整性（Coherence）：在从可观察的事实到结论以至决策的整个推论链条中，首先，每个推

论环节都是可信的。其次，整个链条是完整的，连贯的，不存在逻辑上的缺失环节，不存在逻辑跳跃。 

3.可接受性（Plausibility）：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会基于一些预设的前提假设之上。例如，当

我们用尺子测量一块衣料的长度时，我们预设的前提假设是“尺子不随温度变化”和“布料不随温度变

化”。当我们用水银温度计测量温度时，我们预设的前提假设是“水银与温度成线性关系”。显然，这

些假设可以受到质疑，但这些假设是可接受的（Plausible）。在论证的过程中，这些假设可以成为理由

（W）的必要条件（B）。在效度论证中，总会包含许多预设的前提假设，这些假设应该是可接受的。今

天，已经有英语和汉语的基于网络的、计算机自动评分的口语考试。对这些口语考试可以进行效度研究。

一种效度研究思路是将考试成绩与口语面试成绩进行比较，根据一组考生样本计算网上考试成绩与口语

面试成绩之间的相关。计算得到的相关系数是资料（D）。预设的前提假设是“面试可以考查出考生的真

实口语水平”。这个假设，是可以接受的。得到的研究结论，也具有说服力。相反，今天我国有上千所

大学中开设有《大学语文》课程。如果一项关于高考语文考试的效度研究以大学中的《大学语文》成绩

作为效标，计算高考语文成绩与《大学语文》课程之间的相关。这时预设的前提假设是“《大学语文》

课程成绩可以反映出学生的语言能力”。由于这一假设缺乏可接受性，按此思路得到的研究结论将缺乏

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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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效度论证中的许多假设可能受到质疑，如“面试可以考查出考生的真实口语水平”。面

试中还可能存在题目取样误差和评分人误差，面试成绩还可能包含来自面试技巧强化辅导的误差因素。

对此，还可以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在效度论证中，所有预设的前提假设，整个的推理过程，通过推理得

到的结论，最终的决策，都应该具有可接受性。像所有的科学研究一样，我们不可能将所有预设的假设

全部排除在外。那样，效度研究将永无止境，效度研究将实际上无法进行。我们无法要求所有的前提假

设都能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但是，我们可以要求所有的前提假设都是可接受的。对于那些很容易受到

质疑、很脆弱的前提假设，我们可以展开实证研究。例如，如果我们围绕某所大学中的《大学语文》的

课程考试进行了一项有说服力的效度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这项考试的成绩确实可以反映大学生的语言能

力。那么，就可以将这项《大学语文》的课程考试成绩作为研究高考语文考试效度的效标，可以在关于

高考语文考试效度的研究中包含“《大学语文》课程成绩可以反映出学生的语言能力”这样的假设。 

  

五、小结  

从 1985年以来，“效度”概念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费解，越来越“玄”。在今天的所谓

学术界，确实存在一些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很玄妙的现象，确实存在一些很善于“浅入深出”的

所谓“学者”。是否心理测量学者们也在效度问题上故弄玄虚呢？笔者不这样认为。笔者认为，正是由

于“效标”往往经不起推敲，人们才将注意力转向“证据”。正是由于“证据”常常受到质疑，人们才

提出了“理由”概念，才开始试图构建理由系统和理由网络，才将逻辑学研究中的图尔敏论证模型引入

教育和心理测量领域。这并不是教育和心理测量学者们故弄玄虚，这是在考试实践推动下顺理成章的理

论发展。 

从效度概念的发展可以看出，30年以来，教育和心理测量学者们关于考试效度的看法越来越谨慎，

也可以说，越来越不自信。这是由考试测量的对象——人的特点所决定的。人具有生命，具有个性，具

有能动性。由于人的复杂性，教育和心理测量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 30年前的设想，远远比对于长度、

重量、温度、电子运动、电流传导、电波传导、火箭速度、星球运行轨道等物理现象的测量，复杂得多。

这是教育和心理测量学者们关于考试效度的看法越来越谨慎的内在原因。 

物理学家所关注的，是怎样解释世界。教育和心理测量学家所关注的，是怎样解释测验分数。在人

类进入 21世纪的时候，物理学家们发现，与 100年前相比，世界的图像变得非常复杂，变得远比人类进

入 20世纪时所设想的世界图像复杂得多。怎样解释世界？物理学家们变得越发谨慎。他们不再谈论“真

理”，而是说“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他们不再谈论“客观的世界图像”，而是说“可能的世界

图像”。他们不再谈论“精确测量”，而是在接受“测不准原理”的前提下谈论各种可供选择的解释世

界的方式。与物理学相仿，进入 21世纪的时候，心理测量学家们发现，与 30年前的想象相比，测验的

效度研究要复杂得多。怎样对测验分数进行解释？心理学家们也变得越发谨慎。他们不再一般地谈论一

个测验的效度，而是论证将一个测验应用于某一特定目的时候，某一次测验的分数解释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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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批判性思维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日益受到重视，并被许多高校设定为课程培养目标。但是，如果将批

判性思维作为一门学科课程，通过各种量表或试卷进行测试，并将测试结果作为对教学效果和学生批判

性思维能力的评定，就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批判性思维“是理智美德与技能的结合”这一本质。本文以

批判性思维本质及其测量目的为出发点，论证了批判性思维测试的可行性、挑战性，主张正确理解测试

目的、谨慎对待测试结果，强调真实语境中的启发式互动将有助于实现批判性思维测量与发展的统一。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测试；语境；信效度 

 

引言 

批判性思维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项跨学科能力，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批判性思维培养逐渐

成为许多大学课堂的教学目标之一。在教学与研究领域，批判性思维及其测量工具也日益受到关注。 然

而，如恩尼斯（Ennis, 2008）所说，目前专门测试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量具很少，权威量具则更少，因此

导致人们因某量具冠以“批判性思维量具”之名而拿来便用，既忽略了对量具设计基础和目的的了解，

也忽略了对量具本身信效度的考量。 

批判性思维量表的内容设计取决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大多数定义侧重解释其“批判性”特征，却

没有强调其“思维”属性。在选择和使用量表时，人们往往从内容和形式上考量其信效度，却忽视被试

者的文化背景、成长经历、教育环境等因素。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量表只是一种测试手段，发展才

是最终目标。量表使用者应通过分析测量结果，找出被试者批判性思维能力中的薄弱环节，并通过训练

使其得以提高（Watson & Glaser, 2008）。 

受语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由欧美专家设计且得到广泛公认的权威量具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被试者。例如，自 1925 年开始设计并不断改进的“沃森-格雷瑟批判性思维量表”（Watson-Glaser 

Critical Thinking Appraisal），从设计到使用结果均显示有较高的信效度，并得到美国许多权威机构

和测试的支持和验证。然而，即使是 2009 年的最新版本，也仅能够以澳大利亚式、英式和美式英语以及

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进行测试（http://www.thinkwatson.com/assessments/watson-glaser）。近年

来，我国不少学者对国外权威量表进行修定、评析，并力图设计出适合中国高校学生使用的批判性思维

量具（如罗清旭、杨鑫辉，2001； 彭美慈等，2004；朱秀丽，2004；文秋芳等，2009）。这些经修订后

的量表顾及中华文化传统以及语言表达习惯，在试题中加入情景化描述、以确保被试者对试题的理解，

从而保证中文版量表的信效度。然而，无论是多项选择题还是开放式问题，这些以书面形式出现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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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维测量方式在信效度上仍受到质疑（如 Ip et al., 2000； Kakai, 2003; Walsh, Seldomridge,& 

Badros, 2007； Ku, 2009）：一方面，选择题的答案无法充分准确地反映被试者的思考过程；另一方面，

开放式问题虽然提供了较大的思维展示空间，但评判结果仍稍显主观。这些因素影响了量具的信效度，

因此，如果仅依靠权威量具，很难准确判断被试者的批判性思维水平，也很难评估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教

学效果。 

本文以分析批判性思维的思维属性，即动态性和多元性为起点，探讨批判性思维量具中存在的两个

问题，即“语境效度”和“试题信度”。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笔者提议通过启发式互动教学，在

交流过程中实现对批判性思维的测量和提高。 

 

1. 批判性思维的“思维”属性 

批判性思维的定义是其量具设计和使用的根本。从最早的定义，即批判性思维是由问题引发，以求

证为手段，受目的控制的思维过程（Dewey，1910），到最近的定义，即批判性思维是理智美德与技能的

结合（董毓， 2014； Facione, 2015）,人们对批判性思维所要求的“理性”或“批判性”有了较充分

的认识，却忽略了对其作为一种思维所具备的本质特征，即批判性思维的动态性和多元性。了解这两个

特征有助于准确解读批判性思维，并有效使用各种量具。 

作为思维的一种，批判性思维是动态的、多元的首先，思维是一个动态过程。从宏观角度来看，思

维作为人类具有的自然能力，总体上始终处于运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从微观角度来看，每个思维

都是一个流程，包括一系列信息转换的阶段（Halpern, 2014）。由于受时间、经历、知识、信息等主客

观因素的影响，包括批判性思维在内的每个思维过程都可能存在历时、速度、深度、广度等方面的差异。 

其次，思维是一种多元能力。根据多重智力理论，在大脑不受损的情况下，人类具有思维所需的自

然资源：好奇心、联想力、智力。这三类自然资源与批判性思维者应具备的五项精神气质高度相关，即

求真、思想开放、分析性、系统性、自信和好奇心（Facione, 1990, 2010）。好奇心的强弱取决于人对

信息的敏感程度，而联想力影响人对信息的解读能力，这两大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同一信息的敏感程度和

解读能力各不相同。智力是人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决定思维的连贯性和条理性。智力是多元的，最近的

研究认为智力包含语言、逻辑、音乐、人际等八个层面，而 “人们在智力组合维度上各不相同”

（Gardner, 1999）。 

思维的动态性和多元性说明，根据量表所得的测试分数仅仅是一个理论分数或假定值，任何一次或

一种测试都无法完全准确地测量被试者的实际批判性思维能力（Watson & Glaser，2008）。国际权威量

表的设计者们（如 Cottrell, 2005；Watson & Glaser，2008；Facione, 2000；Ennis, 2011； Paul & 

Elder, 2006；2010；2014； Halpern， 2006 等）一致强调，量具使用的目的不是对被试者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予以终结性评价，而是为了帮助被试者认识自身的思维弱点，通过学习和训练使其得到提升。测

量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 

 

2. 批判性思维量具的信效度问题 

量具必须同时具备信度和效度，二者合称为信效度。效度是指测试的有效性程度，即实际测试内容与

目标测试内容的一致性。信度即可靠性，通常指对同一事物进行多次测试所得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

批判性思维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批判性思维量具无法具备绝对的信效度。

在使用量具时，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本节试图通过“语境效度”和“测试信度”来讨论批判性思维量

具的信效度问题。 

2.1 语境效度  

绝大多数批判性思维量具都是以书面语言形式呈现的，而语言与语境密不可分，任何语言表达都有

其特定的语境，它既包含字面呈现的语言信息，也包含文字背后潜在的非语言信息。由于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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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等因素的影响，每个被试者对量具题项所涉及的语境理解可能不同；如果不能保证被试者对题项解

读的一致性，就无法保证量具测试结果的信效度。因此，语境效度是考量批判性思维量具的一个重要因

素（Ennis, 2004; 2008）。在使用量具时，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考虑语境效度：首先，语言使测量思维

水平成为可能。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和载体，而且是思维交流的媒介，如维果茨

（Vygotsky,1934/1986）所说，“心灵和心灵之间的直接交流是不可能的，不仅在生理上不可能，在心

理上也是不可能的。交流只能通过迂回的方式才能达到，交流首先必须通过意义，然后再通过词”。其

次，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动态和发展的过程，经历了从思维到言语和从言语到思维的往复运

动，并在这一运动过程中相互影响，产生变化（Vygotsky,1934/1986）。同时，语言与思维是两种不同

的能力，语言并不总能准确表达说话人的思维内容。因此，以语言形式进行思维测试时，尤其是单向进

行的问卷、选择题、作文等形式的量具，所测的不仅是被试者的思维能力，也包括被试者的语言表达能

力，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考量施测人员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语境问题在量具设计中必然存在，但始终无

解，而且使设计者陷入两难处境：出于量具信效度考虑，需要提高施测与被测双方对题项解读的一致性，

从而需要提供更为详细的语境信息；然而，语境信息的增加可能导致更多的解读分歧，反而使量具信效

度进一步降低。目前，批判性思维量具的语境效度问题虽然尚无有效的解决办法，但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对设计者和使用者都具有重大意义。 

2.2 试题信度 

目前得到广泛认可和使用的权威批判性思维量具不多，主要有《沃森-格雷瑟批判性思维量表》

（Watson-Glaser Critical Thinking Appraisal），(Watson & Glaser, 2008)、《批判性思维论文试卷》

（Critical Thinking Essay Test）（Finken & Ennis, 1993; Ennis & Weir, 1985）、《国际批判性思维

论文测试》（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inking Essay Test）（Paul & Elder, 2014）、《加利福尼亚批

判性思维特质测试问卷》（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 简称 CCTDI）和

《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Skill Test, 简称 CCTST） 

(Facione, 1990)，和《赫尔珀恩批判性思维测评》（Halpern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Halpern, 

2007）。这些量具是在设计阶段对大量试题进行筛选，将结果信度较高的部分试题保留下来进行整理后形

成的。 

数量有限的权威量具及试题很可能仅仅因其结果而非试题信度高而广受推崇，就为被试者和施试者

提供了教学和练习的例题。因此，在使用这些量具进行测试时，被讲解或试做过的试题就不一定能够体

现被试者的真实水平，从而使整个量具失去信度。Ennis 将这种由试题引起的信度问题定义为“试题信

度”（2008），并提醒人们在使用批判性思维量具时，不仅要考虑其结果信度，也要考虑试题信度。 

除了恩尼斯提到的权威量具数量有限之外，“试题信度”还不可避免地受多种因素影响，诸如施测

者的测试目的、应试者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等。这些都是答案背后的潜台词和不确定因素。就被试者个体

来讲，个人经历、信条、顾虑、偏见、情绪等因素虽无外在表现，却先入为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思维

的方式、角度、过程和结果（Cottrell, 2005）。在接受测试时，同样的答案，不一定代表相同的思维水

平；不同的答案，也不一定代表思维水平的差异。因此，仅就一个人给出的答案，很难断定他（她）真

实的批判性思维水平。归根到底，思维因人而异，人是影响思维的根本因素。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胜枚

举，即使一个量具能排除文化、学科知识、人种、语种、性别等诸多影响因素，也无法准确测出一个人

的思维水平。 

“语境效度”和“试题信度”提醒我们要谨慎对待批判性思维量具。我们也应认识到，批判性思维

测试的目的不是用分值给一个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下定论，而是帮助被试者发现自己的思维短板或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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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通过学习和训练得以提高，从而达到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整体提升。简言之，测量只是手段，发展才

是目的。 

3. 启发式问答---批判性思维测试与发展的统一 

近年来的许多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证明，语言与包括思维在内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如 Carter, 

2004; Tarone, 2005），语言作为思维的载体，不仅能够测量思维能力，还能通过其交际功能提高思维

能力。这是因为， 一方面，思维的提高是一个学习过程；另一方面，以语言交流为主要形式的启发式交

谈可以有效促进思维能力的提高。 

3.1 思维活动与学习过程 

学习和思考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途径，学习过程与思维活动相辅相成。学习的目的不仅在于知识的获

取，更在于知识的应用和创新 (Bloom, 1956)，而后者对思维能力的要求更高，尤其是以解释、分析、

评估、推理、说明、自我校准等为核心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学习的过程中，语言不仅起到单向传递或获

取信息的作用，还帮助交换信息、澄清含义、寻求共识等，以达到信息的理解和重构（Lantolf, 2000）。

因此，学习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 

思维和语言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交流是学习的有效途径。有效交流所要求的求真、公正、

开放、反思也正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精神和理智美德（董毓，2012: 30）。值得一提的是，交流的方式

多种多样，既包括书面文字形式的交流，也包括面对面或语音、视频聊天等口头对话方式，还包括表情、

肢体动作等非语言表达形式。其中，书面文字形式尽管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便利、灵活等优势，但从思

维交流的有效性角度考虑，这种方式对交流双方的文字表达和理解能力均有较高要求。 

面对面的交互式对话，虽然不一定能保证足够的思考和准备时间，但这种交流中的即时反馈和协商，

以及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均有助于意思的澄清和理解的一致性。即便如此，要达到帮助和提高思维的

目的，这种面对面的交互式对话要求至少有一方具备较高的批判性思维修养和技能，从而使另一方受到

启发、引导、影响，并得以提高。 

3.2 启发式问答与思维提高 

人的思维过程中，或显或隐，都包含对问题的思考。在这一过程中，问题本身的意义甚至超过了答

案，苏格拉底的反诘式问答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今知名的批判性思维专家范西昂（Facione, 

2013）、保罗和埃尔德(Paul & Elder, 2010)不仅设计了信效度较高的批判性思维量表，他们还分别将批

判性思维的六项核心技能和九个理智标准整理成相应的问题（详见附录 1、2）。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

答，既可以作为自我反思的内容，帮助使用者检验自己的思维质量，也可以作为标准，衡量他人观点是

否准确、合理、全面、公平。然而，这些问题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思考者自己。如恩尼斯（Ennis, 2011）

和董毓（2013）所说，批判性思维首先是针对“我们自己的信念和行动”进行反思。从这层意义上讲，

启发式问答究其本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探究活动，任何一方都是参与者，可以通过质疑和协商了解真

相、澄清观点，但不能轻易评价对方观点，更不应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对方。 

在课堂环境下，传统的知识讲授型教学模式已经遭到普遍质疑，思维能力的培养日益受到关注，教

师和研究人员都在努力探寻培养思维能力的有效教学模式（如 Halpern, 1999; Stapleton, 2002; 

Mercer, 2004），其中，以问题为导向的启发式交流在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方面效果显著（Li, 2011）。

其中，教师的作用主要包括鼓励、示范、协商、启发。具体解释如下： 

鼓励：通过调整问题的难度和方向，提供准备时间和展示机会，并给予充分尊重和鼓励，让学生有

信心和勇气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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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向学生展示自己观察、分析、判断、校准、反思的思维过程，以及该过程中的问答技巧。 

协商：少说教，多互动，少提展示性问题（ display questions），多提参考性问题（referential 

questions），师生共同完成对事物、现象和问题的探索。 

启发：通过以上几种方式，使学生具备自主学习、自我反思和自我修正的能力，成为独立的思想者。 

由于文化因素和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式可能不易被学生接受，因此，

教师课堂设计以及提问的内容和方式非常重要。Li (2011)对课堂互动中的师生进行话语分析，建议教师

多提参考性问题、延长等待时间、减少干预，为学生提供运用和提高批判性思维的机会。目前，在课堂

教学领域，这种启发式问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处于探索阶段，笔者希望通过本文附录 3 中的一段师

生真实对话，帮助读者了解这种教学模式的特征和效果。 

 

结语： 

批判性思维是高层次的思维，既具备目的性、理性、反思性、自我校准性等属于批判性的特征，也

与人类其他思维能力一样是动态和发展的。同时，批判性思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文化、教

育等外在因素和信条、经历、情绪等内在因素。因此，批判性思维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同一个人的批判

性思维也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几乎没有量具能够准确有效地测量一个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批判性思维理论模型是其量具设计的理论基础，并为测量批判性思维提供了可操作性。但是，我们

在使用量具时，除了要意识到量具信效度的相对性，还要明确测试的目的不是对批判性思维能力进行终

结性评价，而是在了解当前水平的基础上，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整体提高指明方向。基于此，以鼓励、

示范、协商、启发为特征的问答式教学法可以将思维的测量和提高融为一体，目前，这一方法的具体实

施和理论框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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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核心技能 激发我们批判性思维技能的问题 

理解 • 这意味着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例如，他或她刚才说的话）？ 

• 对其进行描述/分类/归类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 在这种情况下，说/做那件事的意图是什么？ 

• 我们该如何能理解这个（经验、情感或论断）的含义？ 

分析 • 请再次陈述你的这一论断的理由。 

• 你的结论是什么/你的论断是什么？ 

•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 正反双方的意见是什么？ 

• 如果要接受这一结论，我们必须做出那些假设？ 

• 您这样说是基于什么样的偏见？ 

推理 • 鉴于目前为止所知道到的一切，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 鉴于目前为止所知道到的一切，我们可以排除什么？ 

• 这一证据意味着什么？ 

• 如果我们抛弃/接受这样的假设，事情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哪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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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相信这一切，会对今后的行动产生哪些影响？ 

• 那种做法的后果是什么？ 

• 还有无其他办法？ 

• 让我们考虑各种观点，以及它们可能导致的结果。 

• 有无我们应当预见的不良后果？ 

评价 • 这一论断的可信度如何？ 

• 为什么我们认为可以相信此人的论断？ 

• 这些论证是否有力？ 

• 我们所掌握的事实是真实的吗？ 

•鉴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了解的一切，其结论有多可靠呢？ 

解释 • 调查的具体结果/结论是什么？ 

• 请告诉我们你是如何进行分析的。 

• 你的这种理解是如何形成的？ 

• 请让我们再次了解你的推理过程。 

• 你为什么认为这是正确的答案/解决办法？ 

• 你如何解释形成这一决定的理由？ 

自我调整 •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仍太含糊不清；能更准确些吗？ 

• 我们的方法是否合理？我们是如何实施这些方法的？ 

•我们有无可能调和这两个明显矛盾的结论？ 

• 我们的证据有力吗？ 

• 在我们提交结论之前，我们遗漏了什么吗？ 

• 我发现我们的定义有点模糊；我们可否重新审视我们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再作最后

的决定？ 

资料来源：© 《加州批判性思维技能量表》用户手册， 2014年 Insight Assessment出版。 

 

附录 2 检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 9个智力标准 

 

标准 问题 

清晰性 您能否阐述得更详尽一些？ 

你能否解释自己所说的话的含义？ 

你能否举例说明？ 

精准性 我们如何进行检测？ 

我们如何证明这是否属实？ 

我们如何予以核实或测试？ 

确切性 你能否说得再精确一些？ 

你能否提供详情？ 

你能否说得更严谨一些？ 

相关性 这与问题有什么关系？ 

这对问题有什么影响？ 

这对我们解决问题有什么帮助？ 

深度 造成困难的因素有哪些？ 

问题的复杂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们为解决问题需要面对哪些困难？ 

广度 我们是否需要换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是否需要考虑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观点？ 

我们是否需要换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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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性 所有这些放在一起有意义吗？ 

你的第一段与最后一段是否一致？ 

你是否言之有据？ 

重要性 这是否首要问题？ 

这是否核心观点？ 

哪些是关键事实？ 

公正性 我的想法是否符合当时的境况？ 

我是否考虑到其他人的意见？ 

在当时的境况下，我的目的是否公允？ 

我对概念的使用是否合理？还是为达到我想要的目的对概念进行了

歪曲？ 

 

附录 3 

（问答式师生互动实录转写） 

 

老师：这学期我们一起学习了如何阅读文章，以及评价或者欣赏一篇文章的质量。那么，现在请大家看

看这份期末答卷如何？（请不要受这个卷面分数的影响，它不是我们班同学的答卷，也不是我给的分数） 

 

学生: 老师，那篇文章我早看了，这篇文章叙事详尽，衔接得当，字也写得确实好。但是，除了那句

through the sharp contrast between Sarah‘s former and latter performance 这句话之

外，到底阐释了如何证明的么？“如何”这两个字如果不是方法，难道是要求将这则材料分解分析么？ 

 

老师: 你觉得这篇作文该如何搭建框架呢？ 

 

学生:  … 

 

老师: 咱们先来解题。题目是

“Explain  how the professor’s example of teachers using strategy to change th

e misbehavior of a student demonstrates  the concept of peer reinforcement in 

the reading passage. ”。咱们读完后会发现，题目可以概括为“教授的例子是如何阐明概念的”，

对吧？ 

 

学生: 对。要是我，我就在她已拆分的中间两段上各加以分析，评价在无 reinforcement 上老师的批

评并没有使其改变，在有 reinforcement 时其变化之大，之快。通过对照之法突出了其效果，并且，

我 不 会 用 那 么 多 字 去 叙 述 听 力 ， 应 该 会 压 缩 一 半 文 字 。 我 结 尾 以 Above all ，

this  example vividly suggests that Peer reinforcement is more effective than ot

hers‘ condemns。 

 

老师: I share your idea.唯一想补充的是，你前面分析得那么透彻，结尾仅一句话，我作为读者，

觉得不过瘾。 

 

学生: 可是话都说完了，结尾已经没话说了啊. 

 

老师: 结尾你不是总结得很好吗？非常概括，但是，正因为它高度概括，才应该适当扩展，把意思说得

更深或者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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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更深？什么是更深？至于更明确的话我在材料中的分析就已经完结了，再说不就有赘余重复之嫌？ 

 

老师: 我不给具体建议，只能给方向。你一定再想想，多说一句或两句，不要超过三句，还得使它们都

有意义，不是废话或者重复。你一定能！这是起步，以后都要这样锻炼。 

 

学生: 哦哦，就是绞尽脑汁换着法说？ 

 

老师: 绞尽脑汁换个说法，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把话说透，把道理阐明。 

学生: 嗯嗯，明白了，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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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见闻】 

批判性思维是素质教育的核心部件 

 

 文|翟晋玉（中国教师报新闻部主任，《幼儿教育周刊》主编） 

 

一、批判性思维是创造的基础 

批判性思维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一种以诘问式对话为主要形

式的探究性质疑方法。现代的批判性思维在继承苏格拉底“助产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批判性思维作为一门课程首先在北美兴起，随之在许多国家的大学广为开设，并

延伸到中小学。从 1991 年开始，美国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重要目标，做

到“从娃娃抓起”。而在中国，批判性思维在教育

中的重要性多年来一直被忽视。缺乏批判性思维，

不会提问题，正是中国学生最大的问题。有鉴于此，

2014 年 7 月 22 -23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

育指导委员会与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举行了第四届

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学研讨会，并在接下来的 6 天里

举办了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师培训班。笔者全程参加

了研讨会和培训班，收获颇多。尽管对批判性思维

早有听闻，但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了解和学习还是

第一次。 

很多人将批判性思维理解为“否定性的思维”或

“没有情感的思维”，一些人甚至以为批判性思维

就是文革式的扣帽子、打棍子式的大批判。这些都

是对批判性思维的误解。“批判性思维，从一开始

就不是一定要否定什么，而是要‘查个究竟’，看

看有没有道理。”与会的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董毓说。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有很多种，美国批判性

思维运动的开拓者罗伯特·恩尼斯（Robert H.Ennis）将其定义为:“批判性思维是合理的、反思性的思

维，其目的在于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批判性思维的主要方法包括理解和分析问题，收集多方面的

信息，辨别各种数据，评估现有系统的缺陷和局限，进行充实的推理，挖掘有问题的隐含假设，构造新

的解释或替代方案，寻找最佳选择，作出全面和平衡的决策等等。批判性思维可以培养学生理性的怀疑

和反思的态度，其核心精神是求真、公正、开放、反思。其根本特征是“大胆质疑，谨慎断言”，和胡

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相似之处。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建军把批判性思维态度概括为

“合理怀疑、合理置信”。 

批判性思维不是“盲目批判”，而是批判盲目；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合理判断；不是压倒对方，而

是澄明自己。“批判性思维不是负面批判，也不是专门针对别人的。其实，批判性思维首先是针对我们

自己的观念的反思，而且它的过程和目标都是找到更好的观念，做出合理的行动。”董毓说，“争论不

是为了争个你输我赢，显得我比你聪明，而是为了完善我们的理性和思想。交锋不是为了打倒对方，而

是为了追求真理，完善自己。” “批判性思维是个人自律的基础，善于批判性思维与反思是思想成熟的

标志。”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徐瑾认为，批判性思维是建设性的。“批判性思维是通向美德与智慧

的途径，最大的批判性思维是对人生的反思。” 

美国教育部、美国教育协会等联合组建的“批判性思维共同体”网站上写道:“深入批判性思考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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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对于过一种理性的有意义的人生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想找到问题的根本和理性的解决方法，那

么批判性思维是极为关键的。毕竟，无论我们做什么，其质量都取决于我们思考的质量。” “批判性思

维对于参与和保护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以及在职业、个人和公民生活中作出明智的决定，都是至关重

要的。”恩尼斯提出，批判性思维“是我们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目标”。“从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批

判性思维教学的价值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曾经指出:“批判思维是现代社会不

可缺少的精神状态，是一种独立思考精神，它不迷信任何权威，只尊重真理和规律……批判思维是创造

的基础，没有批判，不可能有创造。” 

“批判性思维对人和社会的发展的意义，早已为世界公认。它是一个人明辨能力的主干。我们说的

独立思考、判断力、洞察力等，其实都来自或依靠批判性思维。一个人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明智的，不为

世俗偏见、潮流和利益集团摆弄的人，成为在生活和职业中有判断力和发展能力的成功者，批判性思维

能力是强大的靠背。”董毓说，“要培养有自主研究和创新能力的领军人才，除了批判性思维教育，别

的教育不能代替。批判性思维的作用，就是使具备它的人能更好的创造知识、解决问题、开拓事业、合

理决策。它是素质教育的心脏部件，是实现中国复兴梦的必备条件。” 

 

二、如何进行批判性思维教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壮虎在研讨会上提出，批判性思维教学不应该仅仅作为一门课程，而应该贯

穿于整个学校教育教学中。对此董毓表示赞成，“中小学的批判性思维教育应该注重培育学生讲道理和

思考多方面情况的能力。因此应该在各科课程中贯彻这样的要求，而一门专门教这样的原理的课程可能

并不是当务之急。中小学的阅读、写作课是培育批判性思维习惯和能力的好的着眼点。我们应该首先在

中小学中把阅读和写作变为培育研究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首要场地。” 

董毓强调，“批判性思维不是一门单纯的课程，或者单纯的技能训练，而是要培养理性公正的人。” 

他提倡“以问题导向的批判性思维综合教学法”。一方面提倡教师用问题来引导和运用各种探询的、辩

证的、讨论的、研究的和反思的教学法，另一方面要求教师学做一种新型的复合型教师。教师要经历文

化、职业和形象的自我转化——从 45 分钟满堂高声“布道”的“神父”，转化成为一个谦虚、鼓励和配

合的新型教师——董毓称之为“苏格拉底，教练员和认知活动主持人”的三位一体。“这样的转换有可

能甚至比改变教学内容还困难，因为它意味着教师要学做批判性思维的模范——理性和开放。”董毓说，

推广批判性思维教育是在非批判性的文化和习惯的海洋中顶风行船，它代表着对教师的个人挑战，需要

教育者自己改变知识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它要求自我反思、自我开放、自我批评。 

批判性思维教学的方法很多，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是问题探究式教学：鼓励学生对具体问题进行多

角度的探索和辩论，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逻辑原则和方法，培养求真、公正、反思、开放的理性精神。

在加拿大著名批判性思维研究专家莎伦·白琳（Sharon Bailin）和马克·巴特斯比（Mark Battersby）

看来，秉持探究的态度意味着认识到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每个人都可能走在错误的路

上。“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判断可能是错的。这种认识会使我们抱有一定程度上的谦虚态度，以及

严肃地考虑与我们相异的观点的开放性。” 

在批判性思维教学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理性的表达和沟通。批判性思维教学强调通过理性的思考

表达质疑、辨析、说服、讨论、审议、评价等，凭此来完善论证，达成理解。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

自治县磨市镇救师口小学教师夏玉珍对此深有体会。“批判性思维要求学生不再是‘感性’质疑，而要

求质疑一定要‘理性’，即谨慎，它的特点是‘思想开放，判断缓慢’，学生对问题产生质疑，不是马

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要先进行理性的论证，在有理有据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及合理化的解决方

法。”夏玉珍说，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实施批判性思维教学需要一定的方

式和方法来支撑，并需要老师的智慧引领。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进行分析和探询的能力，更要求他们要

找出理由并学会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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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尼斯认为，批判性思维教学的目标不应只限于教学生在课堂上批判性地思考，还应该努力教他

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学会批判性地思考。比如在选举中投票、购买保险、培养孩子，以及怎样跟自己

的同事和邻居相处，等等……恩尼斯强调，“每个教学情境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定规。”他特别强调，教师要保持对自己的反思，包括对批判性思维教学自身的反思，要“批判性地

思考批判性思维教学本身”。 

（本文节选自《教师月刊》2015 年第 1期） 

 

欧阳林老师在宜宾讲中学批判性思维教育 

 

记者：常中 

 

2014年 11 月 20日上午，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欧阳林老师应四川省宜宾市教科所邀请，在宜宾市

骨干教师通识培训中作了题为《批判性思维教育在中学的实践和探索》的讲座。欧阳老师的讲座，将批

判性思维的理论与中学教学实际紧密结合，向老师们介绍了阅读教学、写作教学中进行批判性思维教育

和开设批判性思维训练课的经验和反思，给老师们很多有益的启示。三个小时的讲座，老师们兴趣盎然。

课后，欧阳老师的讲座受到了较高的评价，听众一致认为这样的讲座实践性强，学了就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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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资讯】 

Call for Proposals 

Ontario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 (OSSA) 

Argumentation, Objectivity and Bias 

May 18-21, 2016 University of Windsor 

Keynote speakers: 

Mark Battersby          Michel Meyer      

Critical Inquiry Group      Chaire de Rhétorique et d’Argumentation  

 Vancouver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s  

Scott Jacobs                 Susana Nuccetelli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 

 

The OSSA Organizing Committee invites proposals for papers and posters which deal with 

argumentation, as it intersects with the ideal of objectivity and the problem of bias. 

Abstracts prepared for anonymous refereeing must be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no later than 

SEPTEMBER 7, 2015.  Instructions on how to prepare and where to submit abstract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in March on the OSSA 11 website www.uwindsor.ca/ossa. 

OSSA wishes to promote the work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you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argumentation studies. Thus we strongly encourage submissions from this group.  The J. 

Anthony Blair Prize ($1000 CDN) is awarded to the stud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judged to be especially worthy of recognition. The competition is open to all students 

whose proposals are accepted for the Conference. Canadian graduate students who need 

financial assistance in order to attend should advise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when they 

submit their proposal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Conference, a graduate student is one who 

has not completed his or her graduate program by September 7, 2015.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is prize will also be available on the website.)   

All conference related inquiries should be sent to <ossa@uwindsor.ca>  

 

Organizing Committee: H. V. Hansen – C. E. Hundleby – C. W. Tindale  

University of Windsor: www.uwindsor.ca/ossab 

 

2015 年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师高级培训通知 

目前我国判性思维教学正在快速发展,对于师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批判性思维教学与通常知识传授型

教学不同,有 自身的方式和特点。为引入先进的 教学理念、内容和方式,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

指导委员会批判性思维和 创新教育分指导委员会(筹)与汕头大学决定面向国内高校教师联合举办 2015 

年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师高级培训班。具体安排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15 年 8 月 19 至 24 日,共 6 天。8 月 18 日 报到。(注:培训结束的次日便召开第五届

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学研讨会,教师可自愿留下参会,免收会务费) 

二、费用: 培训费每人 2000元,旅费和食宿费自理。  

http://www.uwindsor.ca/oss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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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宿安排: 汕头大学留学生公寓;标准间 120元/天。 

四、培训班人数: 3O-40人 

五、报名方式与录取 

5月 20日前将申请表用电子邮件同时发给以下联系人: 

汕头大学教务处  

联系人: 沈少龙,slshen@stu.edu.cn, 13556378131 

名额有限,拟根据申请条件选择录取,敬请谅解。 

 

第五届全国批判性思维教育研讨会 

正式通知 

批判性思维教学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目前批判性思维教学在我国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仍然存在很多需

要探讨的问题。为推进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建设,发挥批判性思维教育在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工作

中的应有作用,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方法和实施路径,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批判

性思维和创新教育分指导委员会(筹 )拟在前四届成功举办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学研讨会的基础上,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 至 26 日与汕头大学联合举办第五届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学研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大会主题: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实践与发展 

二、 会议主要议题  

(1) 教学经验交流(如何教批判性思维课程,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教其他学科课程); 

(2)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测试和评估(如何建立中国的测试题库和评估体系)和其他方面的研究 ; 

(3) 推广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方向、力量和途径  

三、会议论文 

请于 2015年 5月 30日前提交论文全文,以便会议组织与安排。 

四、会议会务 

会议日期: 2015年 8 月 25日 至 26日 

报到日期: 2015年 8 月 24日  

会议地点: 汕头大学 

参会费用: 会务费 600元 ,旅费和住宿费自理。  

住宿安排: 汕头大学学术交流中心;标准间 460元/天 。  

回执发送与期限:请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前将回执用电子邮件发送会务组联系人。会务组收到回执后均会

回复。如果没有收到回复,请联系我们。因学术交流中心住宿紧张,务请不要超过期限。 

五、相关事务 

本次会议前将举办为期六天的 “ 批判性思维教师高级培训班 ” ,详情另见 “ 批判性思维教师培训通

知。 

会务组负责人: 沈少龙,13556378131  

联系地址: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 243号,汕头大学教务处,邮编 51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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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推荐书目： 

 

由戴维斯 （Martin Davies）和巴雷特(Ronald Barnett)主编的《高等教育中的

批判性思维手册》（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Higher Education）即将由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出版。这是世界上首次

出版这样全面的，面对不同文化的国家的高等教育教学的研究性指导性著作。

它包括了 34篇论文，分为下面七大类别： 

 什么是高等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教学 

 在课程中融入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和文化 

 批判性思维和认知科学 

 批判性思维和职业发展 

 批判性思维的社会视野 

论文作者来自世界各国，其中既包括批判性思维的大家，如恩尼斯和希契科克，有世界闻名的教

育家如巴雷特和布鲁克菲尔德（Stephen Brookfield），更有世界各国从事批判性思维研究和教学的中青

代学者教育者。这对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和教育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书的详细信息可见链接： 

http://www.palgrave.com/page/detail/the-palgrave-handbook-of-critical-thinking-in-higher-

education-/?K=9781137378033 

 

书名：逻辑学是什么（第 3 版） 

书号：978-7-300-19200-0 

著者：斯蒂芬·雷曼   

译者：杨武金 

成品尺寸：148*210 

页数：425 

出版时间：2014年 6 月 

定价：3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书名：权衡：批判性思维之探究途径        

书号：978-7-300-19735-7 

著者：莎伦·白琳(Sharon Bailin)，马克·巴特斯比(Mark Battersby) 

成品尺寸：160*235 页数：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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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14年 10月 

定价：5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 

 

书名：  批判性思维工具 

书号：978-7-11142-2358 

著者：理查德·保罗，琳达·埃尔德 著    

成品尺寸：260*185 页数：289 

出版时间：2013年 5 月 

定价：49.00元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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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0%ED%B2%E9%B5%C2%A1%A4%B1%A3%C2%DE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1%D5%B4%EF%A1%A4%B0%A3%B6%FB%B5%C2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B%FA%D0%B5%B9%A4%D2%B5%B3%F6%B0%E6%C9%E7_1
mailto:ppxswyjh@gmail.com
mailto:ppxsw-editor@groups.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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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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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刊。批判性思维与创

新教育研究会是一个专注于学术和教学交流的网

络和协作组织，它的目标是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

教育全面融入到我国的教育观念、体系和实践

中，为培育创新型人才和理性社会提供急需的血

液和营养。 

    为了能更好的与大家进行交流，非常欢迎您

将有关批判性思维研究和教学的稿件（无论是否

已发表）寄给我们，与全国同行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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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伟   承办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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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