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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传统 

陈伟1（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作为一种论证技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包括技术范围的说服论证和非技术范围的说服论证。其

中，修辞情景是非技术范围的说服论证的核心概念，品格、情感和理性是技术范围的说服论证的基本要素。

作为一种品格技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为实践理性提供出一个丰富的联结点，完成逻辑学向其人类学根

源的转向。 

【关键词】论证技艺；品格技艺；修辞情景；品格；情感；理性 

 

从逻辑学的视角来看，19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非形式逻辑和论证理论为日常论证的研究提供出一个创新

的空间，它推动论证研究从抽象走向具体。而非形式逻辑和论证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

里士多德不仅创建体现“纯粹理性”的三段论演绎系统，而且创建指导“实践理性”的修辞学。 

 

一、导言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修辞学的集大成者，他的 《修辞学》
2
是欧洲文艺理论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

作，它集中地体现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和思想。关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地位，正如莱恩·库珀（Lane 

Cooper）所说：“不仅西塞罗和昆提利安的修辞学，而且连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的修辞学，就其精华

而言，根本上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东西。”
3
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在整个修辞学研究中的基石地位是

无可比拟的。 

《修辞学》包括三卷，第一卷包括 15章，主要介绍修辞学的定义、演说的主要类型、演说者要熟悉的各

种题材及其论证方法，其中第 1章至第 3 章是总论，第 4章至第 8 章讨论政治演说，第 9 章讨论典礼演说，

第 10 章至第 15章讨论诉讼演说；第二卷包括 26 章，第 1 章至第 11章主要分析情感，第 12 章至第 17章主

要分析性格，第 18章至第 26章主要讨论理性作为说服论证的方法和一些特殊方面；第三卷包括 19章，主要

讨论演说的风格和布局，包括演说的风格、语言、布局、语气、手势和情态等。 

自有修辞学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它一直没有完全摆脱负面的印象。修辞学常被看作是“有毒的”，

                                                        
1 陈伟，男，河北邯郸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逻辑哲学、非形

式逻辑与论证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 

2 本文论述的主要依据是《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同时参考亚里士多德

《修辞学》，罗念生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 

3 Edward P. J. Corbett & Robert J. Connors, 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 Oxford University, 1965, pp. 59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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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只是一种说服的艺术，旨在说服和鼓动受众。它甚至表现出不择手段地去赢得辩论，并因此似乎总是

和诡辩联系在一起。例如，柏拉图曾研究两种修辞学，一种是好的，一种是坏的；而柏拉图修辞学与智者修

辞学的对立，构成一种基本的范式。柏拉图曾指出：“修辞学是说服的创造者，它所有的活动都与此相关，这

就是修辞学的全部与本质。”
1
到现代，哲学家中有两个代表性的评论，一个来自于罗斯（W. D. Ross），他认为

“《修辞学》看上去似乎是关于文艺批评、次等的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律知识一堆古怪东西的混合体，

并且被一个清楚地知道如何利用人的心理弱点的狡猾之徒混合在一起。”
2
另外一个来自于罗埃德（G. E. R. 

Lloyd）,他指出“在《修辞学》中，他讨论了修辞学这个职业的窍门，以及公共演说家们可能用来赢得案例的

种种策略。”
3
但是，事实的情况是，亚里士多德写作《修辞学》是“姑且把修辞学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

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
4
他反对智者学派的观点，否定把修辞学看作是“说服的技巧”，而主张修辞学是一种

“言之成理、合乎逻辑的论证方式”。这其中的意蕴和微妙之处，我们将在下文中展开。 

 

二、修辞情景 

《修辞学》开篇即说：“修辞学是辩证法的对应部分”，这是什么意思呢？加拿大修辞学家廷德尔

（Christopher W. Tindale）认为，它至少包括以下几层意思：首先，辩证法是处理总体性、一般性的问题，而

修辞学处理具体的问题；其次，辩证法考虑命题和命题之间的关系，而修辞学考虑命题和情景之间的关系；

第三，辩证法通过问和答的形式来展开，对话者寻求说服彼此；而修辞学通过未经打扰的言语活动来进行，

演说者寻求说服受众；第四，辩证法使用未经修饰的技术性语言，而修辞学为了说服性目的而修辞语言；
5
第

五，辩证法处理主体间的双向言语对话，而修辞学是特定主体对受众的单向言语活动；第六，辩证法的前提

要求普遍接受，修辞学的前提要求受众接受。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修辞学和辩证法的一个关键区别是，

修辞学是情境性的，修辞情景（rhetorical situation）是修辞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关于修辞情景，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以罗埃德·比彻（Lloyd Bitzer）为代表，认为一定的情景引起

并决定修辞；二是以理查德·瓦茨（Richard E. Vatz）和佩雷尔曼为代表，认为修辞通过使议题凸显而定义情

景；三是以斯科特·康斯金尼（Scott Consigny）为代表，认为修辞者作为修辞艺术家，通过普通知识来生成

显著性。从词源来说，修辞情景是由美国当代修辞学家罗埃德·比彻在其代表作《修辞情景》（1968年）中首

次提出。比彻把修辞情景定义为“由一系列人物、事件、对象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组合所呈现出的一种实际

的或潜在的缺失（exigence）；若能因势而动，通过相应的修辞话语对人的决定或行动加以约束，以使缺失发

生重大改变，那么这一缺失就可以完全或部分消除。”
6
其中，约束是能够限制决定和行动的情景部分。对此，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在种种说服论证中，有的不属于技术范围，有的则属于技术范围。我所说的不属于技术

范围指不是由我们提供的说服论证，而是预先就存在的说服论证，例如见证、拷问、契约以及所有的这类事

物；所谓属于技术范围，指的是凭借修辞方法和我们的努力可以达成的说服论证。”
7
显然，不属于技术范围的

                                                        
1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 译，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26 页。 

2 W. D. Ross, Aristotle, Routledge, 1995, p. 275. 

3 G. E. R. Lloyd, Aristotle: The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His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73. 

4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38 页。 

5 参见 Christopher W. Tindale, Rhetoric and Argumentation: Aristotle’s Legacy, the lecture given at Fudan University, Oct. 9, 2014. 

6 Lloyd Bitzer, (1968).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Philosophy & Rhetoric, Winter 1 (1), pp. 1-14.  

7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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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论证就对应于现代修辞学中的修辞情景，它们是修辞者所面对的既定情况，并不由修辞者提供；而技术

范围的说服论证是在修辞者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是一种修辞发明（rhetorical invention）。 

根据上述定义，修辞性论证的根据其实就是修辞情景，而不是言说者或目标，因为对于任何修辞性论证

而言，修辞情景都是一种先验的存在，是需要改变的事态。在修辞情景中，在言说者和受众之间存在一种机

制，这是任何一个修辞事件的语境，它包括一些基本要素：缺失、受众、修辞者、议题、场景和时机等。其

中，缺失是一种以紧急事态为标志的不完美状态，是一种非正常的、干扰性的或阻碍的因素。修辞者和受众

都要对“要求一种适当反应方式的情景”做出反应，其中受众是可以由言语活动影响的一群人。作为一种理

论，“修辞是改变现实的一种方式。这种改变不是通过将能量直接应用于事物，而是通过创作话语，利用话语

来干预调节受众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改变现实。”
1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虽然现代新修辞学强调从修辞的语法和形式特征转向强调“修辞情景”，但是，

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已经有相应的简单论述。当然，亚里士多德没有对修辞学的语用论辩方面给出较

多的讨论。 

 

三、说服论证的基本形式 

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范围的说服论证即“由言辞而来的说服论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在于言说者的

品格，第二种在于使听者处于某种心境，第三种在于借助证明或表面证明的论证本身。”
2
简而言之，说服论证

的基本形式包括品格（Ethos）、情感（pathos）和理性（Logos）。在实践中，说服论证常常是这三者共同作用

的结果。 

1、品格（Ethos） 

作为说服论证的一种形式，品格指演说活动依靠的是演说者的人品和德性，这样的演说是通过强调信任

的言语活动来创造一种信任的感觉。“因为在所有事情上我们都更多和更愿意信赖好人，在那些不精确和有疑

义的地方也毫无保留地相信。但是这种相信应当由演说本身引起，而不是依赖听众对演说者的品性的预先风

闻。”3 

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行动是品格的试金石，行动透漏着品格。也就是说，作为人的一种本质，品格具有

不可变更性和永恒性，如果某些行动与形成言说者品格的那些行动之间不一致，那么已经具备的特定品质就

会阻碍那些行动。同时，好的行动来源于好的品格，因此，在言说活动中显示出后者对于受众就有非常重要

的功能。具体来说，“演说者使人信服要依靠三种素质，这三种素质无需证明就能我们信服。它们是明智、德

性和善意。”4正是演说者通过言语活动表现出的人品和德性使我们被说服，而不需要更多的逻辑论证。在这

里，品格必须根源于言说者实际的人品和德性，而不是一种伪装的结果。由于这样的因果关系：品格导致信

任，信任导致说服，因此“基本上可以说演说者的品格具有最重要的说服力量”。 

                                                        
1 Lloyd Bitzer, (1968).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Philosophy & Rhetoric, Winter 1 (1), pp. 1-14. 

2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38 页。 

3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38—339 页。 

4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4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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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任的获取，它无法通过强迫或其他暴力行为来获得，而只能来自于给予。因此，在实践中，演说

者无法迫使受众信任他，而只能通过言语活动创造条件使受众产生信任感。也许，我们会提问，如果没有机

会借助行动来展示，那么如何通过演说来传递实际的品格和德性呢？对此，亚里士多德没有给出很多的论述。

但是，比较清楚的是，演说者要寻求的是这些品格和德性的力量，他们希望在受众那里得到信任，希望自己

所具有的智慧和德性得到受众的认可。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品格诉求局限于通过演说语言来传递的品格功能，它忽略了一个

人可能具有的先验特征，以及在互动的经验活动中所能产生的品格特征。例如，通过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

互动者可能产生出明智、德性和善意等素质。 

2、情感（pathos） 

关于理性和情感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给出一个不同于柏拉图的观点。柏拉图高扬理性主义的旗帜，贬低

情感的力量；而亚里士多德充分认识到情感的作用，他的情感理论更是首次从认知上对“情感”做出清晰的

阐述。亚里士多德指出，“旨在赢得受众的演说，在于通过演说引起受众的激情，因为我们在忧愁或愉快、友

爱和憎恨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是不同的。”
1
 

因此，情感诉求是指演说者运用带有倾向性或暗示性的语言使受众进入某种情感之中，从而产生说服论

证的效力。在这个意义上，它也被称为“情感论证”。情感诉求的因果链条是：由演说导致情感，由情感导致

判断。 

对情感这一说服论证的形式而言，我们必须研究它的发生条件、对象和范围。“每一种激情都可以分成三

个方面，以愤怒为例，应区分人们在什么境况下会发怒，人们习惯于对什么人发怒，以及人们在什么样的事

情上会发怒。如果只知其中一二，却不知全部三端，我们就不能致使人们发怒；这同样适用于其它各种激情。”

2可以说，不掌握情感的这些要素，我们就无法由演说导致情感，也就无法使受众说服。 

通过情感诉求的说服论证，是否就能够产生一种行动？大体来说，许多情感是实践性的，有的往往是引

起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例如，愤怒是“一种伴随着痛苦的欲求，明显的怠慢激起明显的报复心，而这种

怠慢对于一个人及其朋友来说本来是不应有的”，因此，愤怒往往会带来积极的报复行动；羞耻是“一种与坏

事相关的痛苦或不安，这些坏事发生在现在、过去或将来，显然会带来不好的名声”，3因此，羞耻往往会引起

消极地放弃行动或者内心的煎熬。 

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人是政治的动物”，因此主张人的情感会和某种德性联系在一起；但是，亚里士多德

未能注意到人的情感会导向他们的社会本质，换言之，情感诉求是以“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一命题为前提，并因此，情感和其他两个要素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的那样，品格诉

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信任。人们信任他们喜欢的东西，并喜欢他们信任的东西。决定信任某人是我们基于对

这个人的计划和能力的考量，但是也基于我们对他的情感。可以说，使我们感觉良好的人在我们的眼中有更

高的价值，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接受他的判断。因此，信任本是品格诉求的产物，但它能够成为一种情感。同

时，情感并不是和理性处于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情感可以对理性开放，因为每一种情感状态都需要深思熟

虑受众的社会背景、演说者对受众的期待以及受众对演说者的期待，因此，情感也是一种判断。 

                                                        
1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39 页。 

2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409—410 页。 

3 分别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410 页、第 4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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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性（logos） 

作为一种说服论证的形式，理性指演说言语本身所包含的事例和或然性推理。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

中的理性包括修辞三段论（enthememe）、例证法和格言，这在《修辞学》第二卷第 20章到第 25章中有比较

详细的论述。 

首先，在西方传统上把修辞三段论看作是一种省略三段论，是通过省略的前提激起受众的参与，从而使

受众认为推理的结论是由他们自己推理出来。在修辞三段论中，关注的重点是受众，因为受众一般难以理解

复杂而冗长的推理，因此，修辞三段论以简短的论证来使受众把握所涉及到的基本观念。一个经典的例子是

（1）：“苏格拉底是有死的，因为他是人。”这就是一个修辞三段论，其省略的是大前提：“所有人都有死”。

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就能很容易地接受这样的论证。 

例（1）不同于相应的逻辑三段论例（2）：“所有人都有死，苏格拉底是人，因此苏格拉底有死。”因为在

例（2）中，它的有效性是基于逻辑形式“所有 M 是 P，所有 S 是 M，因此所有 S 是 P”的形式有效性。逻辑

三段论把一个推理的正确性问题，通过形式刻画，转化为一个推理形式的有效性问题。在这个转化中，具体

的东西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逻辑形式框架。这个形式框架成为研究的核心，可以代入原来的实例，也

可以做不同的其他代入，从而得到一些不同的事例。这些事例无论荒谬与否，它们的有效性依赖于其形式的

有效性。 

其次，修辞三段论更多地指基于不确定性的推理，因为它涉及的一般是或然性论证。逻辑三段论的前提

自明为真，而修辞三段论是一种“从可能或标示中得出的三段论”
1
，它不是来自于绝对的事实。并且，这种

理解被带入到《修辞学》，在那里“推理论证根据的是或然的事物和表征，二者分别与推理论证的每一种形式

相契合。”
2
因此，“无论我们的演说或推理涉及的是政治推论还是其他方面的推论，我们都必须全部或部分地

了解与主题相关的附属事实，因为对此一无所知的人是无法进行推论的。”
3
亚里士多德进而指出，“说服论证

是一种证明，因为我们认定事物得到了证明之时就是我们达到最大限度的信服之时。修辞的证明就是修辞三

段论，并且，一般而言，后者是最有力的说服论证。修辞三段论是一种三段论，而且整体的辩证法或者某一

部分的辩证法的功能就在于研究各种三段论。显然，一个善于研究三段论的构成及构成方式的人，一旦明白

修辞三段论的构成以及修辞三段论与逻辑三段论之间的区别，他就能成为修辞三段论的专家。”
4
也就是说，修

辞学三段论的前提不是确定真，而是一种或然真，或者是事物的迹象，从这个意义上，修辞三段论更多地不

是指省略三段论，只是指一种或然性论证。 

第三，例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演说之前发生过的事情，一种是演说者杜撰的事情，后者包括比喻和寓

言故事。在缺乏修辞三段论的地方，就应当运用例证来论证。例证“是一种归纳”，它可以产生说服力。例证

“既不作为部分对于整体的关系，也不作为整体对部分的关系或整体对整体的关系，而是作为部分对于部分、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上），余纪元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38 页。 

2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42 页。 

3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467 页。 

4 比较参照以下三处译文：《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36 页；亚里士多

德《修辞学》，罗念生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年，第 23 页；以及 Aristotle, On Rhetoric: A Theory of Civic 

Discourse, (Second Edition),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appendices by George A. Kenne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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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对于同类的关系。这种情况下两者都源于同一个种，但一者比另一者更加为人所知，这便是例证。”
1
 

最后，格言也是一种理性论证的方式。格言作为一种陈述，不是针对个别事例，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格言能够引起情感，因为受众对于自己熟知的格言被演说者说出时，往往会产生一种亲近之感；同时，格言

有助于使受众明白演说者的推理，还能使演说表现出某种品格。 

 

四、哲学式解读 

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一种品格技艺》
2
中，美国哲学家加佛（Eugene Garver）着眼于《修辞学》本

身的完整性和哲学意义，对《修辞学》给出一种哲学研究式的解读。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根据人类活动的区别把科学分为三类：理论性科学，例如数学、物理学和哲学；

实用性科学，例如政治学和伦理学；创造性科学，例如，诗学和修辞学。并且，亚里士多德既把修辞学与逻

辑学、政治学联系在一起，又让修辞学独立于这两者。那么，修辞学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在《修辞学》中，有一段容易被忽略的论述明确指出，“修辞学是分析科学和伦理方面的政治学的结合，

所以它部分像辩证法，部分像通情达理的论证。但是，一个人越是不把辩证法和修辞学当作如其本身所能是

的某种能力，而要当作科学来追求，就越是摧毁了它们的本性，因为这样就改变了它们的性质，侵犯了有特

定事物对象而不是仅仅研究言辞的科学。”
3
这表明，亚里士多德既没有把修辞学等同于一种简单的技艺（工具

理性），也没有把修辞学等同于实践理性，而是认为修辞学是人本身应该具备的一种内在能力，是一种实践智

慧（拉丁语 prudentia
4
）。 

对此，加佛的分析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最重要的问题是，是否能够存在一种城邦的修辞学，以及

公民权的本质活动是否能够作为理性分析的对象。”
5
加佛通过《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比较来阐明

《修辞学》，并以《修辞学》来阐明前两者，然后指出伦理和政治的行动事关德性而非技艺，修辞学是一种城

邦性技艺，从而得出亚里士多德对这两个问题都是肯定回答的结论。最后，加佛指出，“修辞学是一种技艺，

勇敢是一种德性，修辞学与明智的关系要比与勇敢的关系更为紧密。由于修辞学与明智的这种密切关系，修

辞学就不太可能从人的完善中消失。”
6
也就是说，修辞学这种技艺存在于（以道德品格为前提的）实践理性活

动和（可以买卖和教授的）工具理性活动之间，是连接它们的桥梁。加佛通过把修辞学与实践智慧的历史和

人的完善联系在一起，把修辞学作为一种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和更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智慧的历史

的方法，从而给予修辞学“一个非常高贵的地位”。 

事实上，关于修辞学的这个特殊位置，前人已有论述。例如，《斐德罗篇》指出，“任何严肃地运用修辞

学这门知识的人，首先要准确地描述灵魂，看它的性质是不是单一的或均质的，这种单一性是相对于身体的

                                                        
1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44 页。 

2 Eugene Garver, Aristotle’s Rhetoric: An Art of Charact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3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49 页。 

4 拉丁语 prudentia，最接近的对应英语词是 prudence，指聪明而谨慎，常被翻译为“明智”、“审慎”、“谨慎”和“实践理性”

等。在这里，我们翻译为“实践智慧”。 

5 [美]加佛：《品格的技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马勇 译，华夏出版社，2014 年，第 14 页。 

6 [美]加佛：《品格的技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马勇 译，华夏出版社，2014 年，第 3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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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性而言。我们坚持说，这样做就是在揭示事物的本性。……其次，他得描述灵魂通过什么方式，对什么

事物起作用，或灵魂凭借什么能对事物起作用。……第三，他得划分谈话的类型和灵魂的类型，以及灵魂受

影响的各种方式，解释产生各种情况的原因，就每一种类型的灵魂适合于哪一种谈话提出建议，说明要在一

个灵魂中创造信念或在一个灵魂中产生不信要用什么样的谈话，还得说明为什么。”
1
这就是说，修辞学是一项

事关灵魂的技艺，是一项有关如何理解、运用品格和德性的技艺。 

此外，亚里士多德对所有人都能够具有这种技艺表现出一种担忧。“修辞学家既可以指他的知识，也可以

指他的意图。诡辩者在于他的意图，而辩证论者则不在于其意图而在于其能力。”修辞学作为一种技艺，内在

性地包含对意图的要求，而诡辩者正是因为违反这一意图要求。
2
同样，《高尔吉亚篇》指出，“修辞学家有能

力谈论任何主题，反对任何人，可以在民众面前就他所希望谈论的每个论题上证明自己比其他人更有说服力，

但他不会仅仅因为自己拥有这种力量而去剥夺医生或其他手艺人的名声。人们应当像对待体育才能一样适当

地使用修辞学。如果有人成了修辞学家并错误地使用这种能力去作恶，那么在我看来，你们一定不能厌恶他

的教师，并把他的教师驱逐出这个城邦。因为修辞学的教师教诲过学生要良好地使用这种技艺，而滥用了这

种技艺的是学生。因此是这个滥用修辞学的人应当受到厌恶、驱逐，乃至于处死，而不是修辞学的教师。”3修

辞学是技艺，其本身无所谓好坏，但它确是达至“善”的一种必要进路。 

 

五、结语 

首先，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是一种论证的艺术。它是一种说服论证，包括先验的修辞情景和后验的品格、

情感和理性等说服形式。这三种形式对应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演说的三种成分：演说者、议题和受众。对于演

说者，要求他们具备相关议题所要求的可信任的品格和德性；对于演说的议题，要求有充分的理性论证过程；

对于受众，要求演说能够激起他们的情感。 

其次，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是一种品格的技艺。亚里士多德不是在孤立地在研究修辞学，而是在伦理学、

政治学和形而上学等学科的背景中研究修辞学。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旨在为实践理性提供出一个丰富的联结点，

完成逻辑学向其人类学根源的转向。 

第三，当代修辞学离不开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传统。亚里士多德修辞学首次给出修辞学的基本样式，即

使现今的修辞学已经对其做出大量的修改、扩展和发展，但要真正地理解当代修辞学，仍然离不开亚里士多

德的修辞学理论。例如，亚里士多德关于情感和品格的理论是理解当代受众理论的重要思想，关于理性（logos）

的理论是对其形式逻辑的重要补充，关于针对不同受众的三种演说（政治的议事演说、法庭的诉讼演说和展

示性的典礼演说）迄今仍是演说术的重要资源。 

                                                        
1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 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192 页。 

2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37—338 页。 

3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 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332 页。 

3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 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332 页。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 32 期                  第 9 页 

批判性思维与脑科学的协同认知和实践 

陈尚宾（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武汉 430074） 

 

【摘要】“批判性思维是指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其目的在于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通常，批判性

思维被理解成既包含理性、开放的精神又包含认知、决策的技能。脑科学，也称神经科学，是研究脑的结构

和功能的科学。众所周知，人脑是非常精密、复杂、重要的器官，是感觉、运动、学习、记忆、思维、情感

等高级功能的中枢。当今世界，揭示人脑奥秘已成为最具挑战性的研究热点。从认知概念上，批判性思维从

属于脑科学研究的范畴；从实践方法上，当前脑科学研究迫切需要批判性思维精神和技能的指引。鉴于批判

性思维与脑科学研究的紧密联系，两者存在协同认知和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者的协同，有望推动我国

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全面深入、加速脑科学研究的稳健发展。 

【关键词】脑科学；批判思维；协同认知 

 

一、批判性思维与脑科学的内在联系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反映，也指人脑进行逻辑推导的属性、能力和过程。“批判的”

（critical）源自希腊文 kriticos（辨明或判断的能力）和 kriterion（标准）。现今认为，批判性思维既是一种思

维技能（认知探索、评估推理、分析论证和合理决策），也是一种人格或气质（求真、公正、反思和辩证、开

放和多样化）。批判性思维没有学科边界，任何涉及智力或想象的论题都可从批判性思维的视角来审查。  

科学，指有所分类但又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脑科学（Brain science），狭义讲就是神经科学（neuroscience），

研究神经系统内分子水平、细胞水平、细胞间的变化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在中枢功能控制系统内的整合作用。

广义讲是研究脑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包括认知神经科学等。脑是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最重要、最复杂的器

官，脑功能涵盖感觉、运动、学习、记忆、思维、情感等。诸多脑的奥秘有待探索，认识脑、保护脑、创造脑

对人类有着重大意义。目前，脑研究已成为全球最具有战略意义的科研主题。 

恩格斯说：“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如果我们审视批判性思维和脑科学两个概念，不难发

现两者在思维这个概念本体上直接重合，都直接涉及人类的认知和实践过程。人脑是批判性思维的物质基础，

批判性思维是脑科学研究的客体但对脑科学研究有能动作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

确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研究脑科学的主体是人，主体需要以什么样的精神和技能来研究脑科

学？我们认为，脑科学工作者恰恰需要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与脑科学有概念上的一致性，批判性思维教

育的推广和脑科学研究的深入需要两者相互补充。 

 

二、批判性思维与脑科学研究协同的必要性 

批判性思维强调理性、创新的精神和思维素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世

界上不少国家都把“批判性思维”作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耶鲁大学校长莱文认为：“在当今世界，大学生

http://baike.baidu.com/view/15426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67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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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有批判性的思考、创新的能力，学校要培养他们的好奇心，严密的逻辑思维和独立思考、实际解决问

题的能力。” 目前在我国，批判性思维推广程度还非常不够，甚至存在一些过分强调逻辑论证的误区。中国

学生或者说中国大众往往被认为批判性思维不够。所以，在我国推广批判性思维教育就显得尤为迫切。我国

伟大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指出:“教育工作的最终机理在于人脑的思维过程。”所以，批判性思维教育要从认识

人脑开始。 

宇宙、物质、生命和大脑是被认为是自然界的四大奥秘。“认识你自己”至今仍然振聋发聩。脑科学是以

脑为研究对象的多学科融合，是研究人、动物和机器的认知与智能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2013 年，欧盟和美

国分别启动脑研究计划。欧盟的“人脑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 HBP)，旨在解读超过上兆个脑神经细胞

的联结，以研究人类情感、意识与思维。而这些复杂的运算，将通过超级计算机多段多层的模拟来实现。美

国的“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划” 拟研发新型脑研究技术，以更高的时空分辨率建立脑活动图谱，探索

大脑功能的神经环路结构基础和功能。日本启动的“脑科学与教育”计划, 将脑科学研究作为国家教育发展

的一项战略任务, 进行面向教育理论和实际的应用研究。在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中已将“脑科学与认知”列入基础研究科学前沿问题。为了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脑科学研究

方面的差距, 提升我国在国际脑科学和脑疾病诊治领域的地位, “中国脑科学研究计划”亦呼之欲出。  

然而，由于人脑结构和功能的复杂性，目前脑科学领域仍然有众多未解之谜。一般认为，人脑包含约 860 

多亿个神经元和 1000 多亿个胶质细胞。但是，神经细胞有多少种类，特别是神经细胞之间精细的连接关系，

依然没有明确。尽管人工智能的典范 AlphaGo 打败了人类顶尖围棋棋手，并不能说明我们对人脑的工作机制

非常明确。具体到我国，脑科学研究正蓬勃发展，但与欧美发达国家仍然有不少差距。而且，我国脑计划仍

然千呼万唤未出来。针对中国脑科学研究，不少专家学者在《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刊文献言献策，其中不

少蕴涵了批判性思维。“针对宏伟的“中国脑科学研究计划”， 在管理和运行方面要持有审慎和敬畏的态度, 

应当先有宏观的设计和重点把握, 知可为而为之, 摒弃盲目的跟从；更要赋予社会和民众以知情权和督察权, 

铺设长期发展的道路；结构上急需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 削弱集团的垄断, 真正团结起来, 在脑计划的推进

中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不可忽略的“自由探索”精神。 脑科学毕竟也是科学, 科

学的探索之路上, 不可能离开自由探索真理的精神。 所以, 在以“重大需求”为牵引力和落足点的同时, 支

持在中国做出原创性发现的团队和研究方向, 鼓励自由探索, 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和全民创新的软环境建设。” 

在我国，批判性思维教育推广不足和脑科学研究任务艰巨是两者需要协同的缘由。陶行知先生曾经说

过:“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在一切社会实践中，离不开双手的实践，也离不

开大脑的认知和思维。以脑科学的发展为指引，认知和实践紧密集合，或许正是开展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一条

可行之路。反之，批判性思维也是合理制定和有效实施中国脑计划、开展各项脑科学研究的有效保障。 

 

三、批判性思维与脑科学研究协同的可行性 

2015年《Nature》期刊有回答一个重要问题： “What does it take to be a successful scientist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obvious answers are deep knowledge of a discipline and mastery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But there are 

other key requirements, such as the ability to think critically and solve problems creatively and collaboratively.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a must, and mastery of modern technology helps.” 施一公教授也曾谈到：“要想在科学

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只有时间的付出和刻苦，是不够的。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是必须具备的一

种素质。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探索型课题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hypothesis），取得

进展的过程基本就是排除不正确、找到正确方向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将这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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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一一予以尝试、排除，直到找到一条可行之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可信的(conclusive)负面结果往

往可以让我们信心饱满地放弃目前这一途径，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排除法会确保我们最终走上正确的实验途

径。”上述内容都明确了批判性思维在一般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脑科学研究自然不能例外。 

小到脑科学中的具体选题、大到脑科学计划的确立，批判性思维都大有用武之地。现在已经知道，人脑

内神经细胞主要包括两大类: 占细胞总数约 10%的神经元和占约 90%的神经胶质细胞。神经元能对外界刺激

产生响应, 并产生“全或无”的动作电位；而神经胶质细胞不能产生动作电位, 这是两者的最基本区别。人

们也往往由此形成了传统思维定式:神经元是主角, 胶质细胞是“可有可无”的配角。但是从批判性思维的

角度，例如以“三的原则”来展开一下：我们是否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去考虑胶质细胞的作用？是否有三种不

同的方案来研究胶质细胞？是否有三个不同的观点去反驳配角论……如果研究者开始就有这种求真的精神和

探索的技能，或许对胶质细胞的认识就来得更客观、更及时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胶质细胞具有

支持和引导神经元的迁移，参与神经系统的修复和再生，参与免疫应答，形成髓鞘以及血脑屏障，物质代谢

和营养的作用以及参与神经细胞外的钾离子浓度的维持等作用。胶质细胞可能掌握着认识脑、保护脑的密钥。

另外还有两个脑科学发展史上的例子值得一提：1981年获已诺贝尔奖的裂脑术和钱永健教授与光遗传技术的

失之交臂。前者让启迪我们以批判性思维认识大脑功能的整合和分化，后者让我们客观冷静地看待科研的成

功和失败。 

事实上，脑科学的发展也会直接推动人们对批判性思维的认识，也会促进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发展。意识

从何而来？思维和智能是如何出现的？这些终极问题都蕴藏在大脑里面。美国国立卫生院 2009 年开始资助人

类连接组项目，旨在绘出精细的大脑结构、功能图，研究神经/精神疾病的根源，探索不同的大脑功能/结构

和行为的关系。目前，先进的脑成像技术已能较好地评测个体的智商、预测神经性疾病。人与人之间最大的

差异，被认为是脑连接之间的差异。“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研究大脑的工作原理时，最让我们感到有趣的

就是，每个人的大脑运转得竟然如此不同。为什么我不能像那个外向的朋友一样开朗？为什么我的儿子读书

就是赶不上他的同学？为什么我的小表弟产生了幻听？为什么我妈妈失忆了？为什么我的爱人（或者我自己）

不那么善解人意？”可以预见，脑科学发展有望可以阐明：批判性思维主要和哪些脑区相关，有批判性思维

特质的人将据有哪些脑连接的特征……当然，最重要的是，脑科学的发展可以助力于批判性思维教育。 

批判性思维和脑科学能相辅相成提供两者协同的可行性。在现代心理学中，认知疗法（Cognitive therapy）

越来越被重视。认知疗法认为：思考方法和推理过程影响心理、情绪和行为；通过挖掘隐含假设、认知替换

重建等改变人们的思考，从而可以改变人的情绪和行为。认知疗法也被称为认知行为疗法；已被认为是科学

合理的焦虑症疗法、而且也适用于贪食症、愤怒、紧张和引起疼痛的精神疾病。该疗法于 2014 年被《科学美

国人》评为十大重要的脑科学研究之一。如果通过认知疗法改善了某一个体的情绪和行为，脑科学研究手段

理应可以探测到脑成像信号的差异，或者说是脑连接状态的变化。这应该是一个可以验证或是可以证伪的预

言。在这里，批判性思维的分析和实践介入到脑科学研究的心理和行为中，脑科学研究（成像）又能定量描

绘批判性思维（认知和实践）的一些脑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物质基础，从而达到相互促进的作用。认知疗法可

以看作是批判性思维和脑科学研究协同认知和实践的一个例子。2006年，神经教育学问世。它融脑科学、心

理学和教育学等成熟的学科于一体，旨在借助新型的心脑科学原理来实现对教学课程、教学方法和教育-学习

的结构性与功能性改善及创新，既能“再造教师队伍”，又能推动学生的情知意行全面和谐发展。神经教育学

犹如批判性思维和脑科学协同认知和实践的一个桥梁。通过这一桥梁，承载着我国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全面深

入推广，贯穿着脑科学研究的稳健快速发展。 

结语 

17 世纪丹麦神经解剖学家 Nicolas Steno 一段话依然可以用来描述我们对人脑的认识：“Gentlemen, instead 

http://baike.baidu.com/view/42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7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48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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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romising to satisfy your curiosity about the anatomy of the brain, I intend here to make the sincere, public 

confession that this is a subject on which I know nothing at all.”最后，引用美国哲学家、诗人拉姆斯菲尔德一首

小诗《The Unknown》作为本文的注脚。 

As we know,  

There are known knowns.  

There are things we know we know.  

We also know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at is to say  

We know there are some things  

We do not know.  

But there are also unknown unknowns,  

The ones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在社会实践中，我们“不知道的不知道”太多，对脑科学尤其如此。保持虚怀若谷、坚守理性、勇于创

新，正是批判性思维、也是脑科学研究不断深化认知和实践的必经之路，也是两者认知和实践具有协同性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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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论坛】 

基于语用论辩学的批判性阅读模式研究与实践 

闫林琼  吴鹏（江苏大学 文化话语研究中心  江苏 镇江，212013） 

【摘要】批判性阅读是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但现有的批判性阅读研究大多数都缺乏系

统的理论依据，且提出的阅读步骤过于繁复，可操作性值得商榷。本研究以语用论辩学中的批判性讨论理想

模型为基础，提出一种新的、可操作性强的批判性阅读模式；该模式将批判性阅读活动简化为三大步骤——

识别论证、分析与重构论证以及评价论证，并以 China Daily 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为例，演示说明了各个步骤

的具体实施过程与操作方法。历经十周的课内外批判性阅读指导与训练初步表明，该模式有助于教师在课堂

上有章可循地对学生进行批判性阅读训练，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在课外自主开展批判性阅读，进而达到不断提

高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能力的目的。 

【关键词】批判性阅读；语用论辩学；批判性讨论理想模型；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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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活动始于 20世纪 30年代，兴起于 80年代。学界对于批判性思维在自主构建、价值取向、信

息评判等方面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经取得共识，并不断从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视角探讨批判性思维

的内涵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途径。批判性阅读被认为是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Albeckay 

2014；Haromi 2014；Tabačková 2015）。所谓批判性阅读, 是指“对文本的高层次理解,它包括释义和评价

的技能, 可以使读者分辨重要和非重要信息, 把事实与观点区分开, 并且确定作者的目的和语气。同时,要

通过推理推导出言外之意, 填补信息上的空白部分, 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Pirozzi 2003: 325)。近年来，国

内有关批判性阅读的实施步骤与教学策略方面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刘伟，郭海云 2006；韩少杰，王小英 

2009；王牧群，白彬 2011；李朝红 2014），但这些研究提出的阅读步骤与教学策略大都过于繁复和抽象，实

施起来有一定难度。受语用论辩学（Pragma-Dialectics）理论与方法的启发，本研究试图构建一种可操作性强

的批判性阅读模式，一方面便于教师自身首先掌握批判性阅读的理论依据与操作技巧，另一方面，也便于学

生根据该阅读模式，不断通过有章可循的反思性提问，在课堂外也能学会对阅读材料自主开展批判性的反思、

质疑与评价。本文首先介绍语用论辩学理论下批判性讨论理想模型的理论基础与构成要素，通过举例阐明该

模型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接着提出基于前述理论基础的批判性阅读模式，并通过援引 China Daily 上的一篇评

论文章对该阅读模式的具体实施过程进行演示说明，最后经过对英语专业大三学生进行为期十周的课内外批

判性阅读指导与训练，对该模式的有效性和实际可操作性进行了初步验证。 

 

一、语用论辩学与批判性讨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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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荷兰学者Frans van Eemeren和Rob Grootendorst在论辩学和语用学的基础上，结合

逻辑学、话语分析等多学科知识，创建了语用论辩学理论，从而开辟了不同于逻辑学和修辞学路径的一种

论辩研究范式。在语用论辩学中，论辩（argumentation）被视作正反双方为证明己方立场或反驳对方立场

而展开的话语交际活动，其目标是通过批判性讨论消除双方意见分歧（吴鹏，熊明辉 2015）。为进一步明

确批判性讨论的方式，van Eemeren和Grootendorst提出了“批判性讨论理想模型”（the ideal model of a 

critical discussion）（1992：35）这一概念，即在理想状态
1
下，批判性讨论由冲突、开始、论辩和结论四个

阶段组成（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1992, 2002, 2004）： 

（1）冲突阶段（the confrontation stage）——明确讨论的主题以及双方的意见分歧（difference of 

opinion）；其中，意见分歧又分为四种类型，即单一非混合型（single non-mixed）（立场只涉及到对一个命

题的肯定或者否定意见，且正反方角色不变；其中，提出立场并为立场进行辩护的一方为“正方

（protagonist）”，而对已提出的立场表示质疑或者反对的一方即为“反方（antagonist）”）、单一混合型

（single mixed）（立场只涉及到对一个命题的肯定或者否定意见，但正反方角色有变动）、多重非混合型

（multiple non-mixed）（立场涉及到对一个以上的命题内容所持的肯定或者否定意见，且正反方角色不变）

以及多重混合型意见分歧（multiple mixed）（立场涉及到对一个以上的命题内容所持的肯定或者否定意见，

但正反方角色有变动）。例如： 

[1a] Peter: Danish men are not romantic. 

    Alice: Are they? 

[1b] Peter: Danish men are not romantic. 

    Alice: I don’t agree with you.  

[1c] Peter: Danish men are neither romantic nor spiritual, but at least you can depend on them. 

    Alice: I’m not sure about all that. （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2: 8-9） 

     例[1a]和[1b]涉及的命题都是“丹麦男人是浪漫的”，并且Peter作为正方对此都持否定意见“丹麦男人

不浪漫”。所不同的是，在例[1a]中，Alice作为反方对此仅表示质疑“是吗？”，其中涉及的是单一非混合

型意见分歧；而在例[1b]中，Alice作为反方表示反对意见“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的同时，也在表达一种相反

的立场，即“丹麦男人很浪漫”或者“并不是所有的丹麦男人都不浪漫”等，此时，Alice实际上已经从原

来的反方变成了新一轮论证中的正方；因此，例[1b]涉及的是单一混合型意见分歧。在例[1c]中，涉及到 

“丹麦男人是浪漫的”、“丹麦男人崇尚精神生活”以及“丹麦男人是可靠的”这三个不同的命题；对此，

Peter作为正方所采取的立场是“丹麦男人既不浪漫又不崇尚精神生活，但是至少是可靠的”，而Alice作为

反方对Peter的立场一律表示质疑“对这些我都不确定”。因此，例[1c]中涉及的是多重非混合型意见分歧。

试想，如果Alice对例[1c]中Peter的立场持否定意见“我不同意你的意见”，那么，同例[1b]类似，此时Peter

和Alice之间的意见分歧就属于多重混合型意见分歧了。 

当然，批判性讨论并非仅存在于如上例所示的面对面的对话之中。在看似单向的写作或者阅读过程中，

实际上同样进行着写作者与潜在读者或者现实中的读者与写作者之间双向的批判性讨论，这一点会在下一节

中进行阐述。只不过写作或阅读中所涉及的意见分歧就只属于非混合型意见分歧了，因为其中不涉及正反双

方角色的变化。 

（2）开始阶段（the opening stage）——确定谁是正方、谁是反方以及明确讨论的程序性和实质性出发

点。其中，程序性和实质性出发点（procedural and substantive starting points）指的是正反双方进行批判性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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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共同基础，比如讨论所采取的方式（discussion format）、背景知识、价值观等等；双方若没有共同出发

点，则试图通过论辩交流的方式解决意见分歧也是没有意义的（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4: 60）。在

很多情况下，批判性讨论的这一开始阶段都是隐含的，因为旨在进行批判性讨论的各方通常都心照不宣地默

认了共同出发点的存在。但是，在对已有的批判性讨论进行全面解读的过程中，则需要将通常隐含的开始阶

段中的各个要素都明示表达出来。 

（3）论辩阶段（the argumentation stage）——讨论一方（正方）就其所持立场进行论证，另一方（反

方）对此立场提出质疑。其中，无论是提出立场、为某立场进行辩护，还是对已提出的立场进行质疑，讨

论双方所使用的论辩结构（argumentation structure）可能会有五种，即1）单一论辩(single argumentation)：

由一条辩护（defense）支撑一个立场（standpoint）； 2)多重论辩（multiple argumentation）：由两条或两

条以上的、具有同等分量的辩护支撑同一个立场，但这些辩护也可以单独支撑该立场； 3）并列型论辩

（coordinative argumentation）：由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辩护共同支撑同一个立场，并且这些辩护不能单独支

撑该立场；4）从属型论辩（sub-ordinative argumentation）：由一条辩护支撑一个立场，而该辩护又由下一

条辩护来支撑，下一条辩护又由下下一条辩护来支撑，如此形成一个链条式的论辩结构；5）混合型论辩：

由单一论辩、多重论辩、并列型论辩以及从属型论辩中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论辩结构组合而成（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2: 69-72）。各种论辩结构涉及的论证图式（argument scheme）又有三种，即1）

征兆型论证（argument scheme based on a symptomatic relation）：Y对X而言是真的，因为Z对X而言是真的，

并且Z是Y的征兆之一；2）类比型论证（argument scheme based on analogy）：Y对X而言是真的，因为Y对Z

而言是真的，并且Z和X具有可比性，以及3）因果型论证（argument scheme based on a causal relation）：Y对

X而言是真的，因为Z对X而言是真的，并且Z是导致Y的原因（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2: 97-101）。 

(4)结论阶段（the concluding stage）——涉及讨论的结果，即意见分歧是否得到解决；换言之，正方

是否仍旧保持其立场以及反方是否保持对正方立场的质疑。在实际的讨论中，虽然很少把讨论结果明确地

表达出来，但是讨论的结果通常都是不言而喻的。 

在批判性讨论的各个阶段，参与讨论的各方还应遵循以下十条规则，简称“十诫”：（1）自由规则

（Freedom rule）：即任何一方都不得阻止对方提出立场，也不得阻止对方对已提出的立场表达质疑；（2）

举证规则（Burden-of-proof rule）：若对方提出要求，则提出立场的一方有义务对其立场进行辩护；（3）立

场规则（Standpoint rule）：任何一方在批判某个立场时应该确认该立场的确是对方提出的；（4）相关性规

则（Relevance rule）：任何一方为捍卫其立场而提出的论证必须与该立场相关；（5）未表达前提规则

（Unexpressed premise rule）：任何一方不得将并非对方所想当作对方略去未表的前提（强加给对方），也

不得否认自己已经使用了的某个隐含前提；（6）出发点规则（Starting point rule）：任何一方不得将对方尚

未接受的某个前提当作（无争议）出发点，也不得反对对方将已接受的前提作为（讨论）出发点；（7）论

证图式规则（Argument scheme rule）：任何一方对立场的辩护都必须选用恰当的论证图式， 否则辩护就不

能被认为是合理的；（8）有效性规则（Validity rule）：论辩各方所使用的论证应该在逻辑上是有效的，并

且能够经受住未表达前提明确被表达出来以后的验证；（9）结论规则（Closure rule）：提出立场的一方如

若未能成功地捍卫其立场就应该收回该立场，而质疑立场的一方如在对方成功地捍卫了其立场之后就应该

收回其质疑；（10）使用规则（Usage rule）：任何一方都不得使用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并且

都应该尽量细致准确地解读对方的表达（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2: 182-183）。 

 

二、基于语用论辩学的批判性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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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语用论辩学中，论辩被视作正反双方为证明己方立场或反驳对方立场而展开的话语交际活动，既包括

面对面的论证与质疑，也包含独白式的论证（此时论辩对方是潜在的反对者或质疑者）（吴鹏，熊明辉 2015）。

法庭论辩属于前者，而批判性阅读则属于后者，即独白式的论证。面对一份阅读材料，批判性阅读者扮演的

是反方，阅读材料的写作者是正方。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话语本身就是对话性的（dialogic）(Renkema 2009: 

67)；因此，阅读材料就是作者与其潜在的理性读者（也是作者观点、立场的潜在反对者或质疑者）进行对话

的产物。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并不是在自说自话，而是时刻考虑到其潜在的理性读者对其提出的立场、观点

可能持有哪些反对意见或者质疑，然后根据自身对这些反对意见与质疑的预测，在写作过程中做出相应的回

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作者的写作过程视为论辩中的正方为证明己方立场所展开的话语交际活

动，而批判性阅读者充当的就是论辩中反方的角色，在正确识别与理解正方（即作者）已提出的立场以及正

方论证其立场的方式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反思、质疑，对正方提出的立场本身以及其论证立场的过程与结

论等进行批判性检视。因此，可以说，批判性阅读的过程本身就是读者与作者就阅读材料进行批判性讨论的

过程。 

根据 van Eemeren 和 Grootendorst 提出的批判性讨论理想模型，我们可以将批判性阅读模式简化为以下三

大步骤（如图 1所示）： 

首先，识别论证：即判断作者是否在论证某种立场，其中涉及批判性讨论的冲突、开始和论辩三个阶段。

在识别说话人（包括写作者）是否提出了某种立场这方面，van Eemeren 和 Grootendorst 列举了一些表达某种

立场的指示词（indicators），如：in my opinion（在我看来）、I think that（我认为）、I conclude by saying that

（总而言之）、I hope I have shown that（我希望我已经表明）等等。而在识别说话人是否在对已提出的某种

立场进行论证这方面，也有一些言语表达上的踪迹可循，并且，一般而言，论证指示词也是表达立场的指示

词，比如：在追溯性的表达（retrogressive presentation）中，立场出现在论证（argument）之前，所使用的指

示词有 because（因为）、since（既然）、for（因为）等等，而在渐进式的表达（progressive presentation）中，

立场出现在结论部分，所使用的指示词有 therefore、thus、so（因此；所以）、consequently（结果）、for that 

reason（因此）、given that（考虑到；假定）等等。还有其他一些不是那么明显的论证指示词，比如 on one 

hand … on the other hand（一方面……另一方面）、this is evidence of（这是……的证据）、on the grounds of

（基于……理由）、of course（当然）、ought to、should（应当，应该）、all in all（总之）、in short（简言

之）等等（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2: 38-40）。 

其次，分析与重构论证：即根据批判性讨论的四个阶段，依次分析作者与潜在读者对于相关话题的意见

分歧是什么、作者的立场是什么、作者论证其立场的出发点有哪些（其中涉及对未表达前提的明示）、采用

了哪些论辩结构与论证图式以及论证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然后通过增添（未表达前提）、删减（与立场论证

无关的表述）、重排（原文的论证顺序）以及替换（相近或者模糊表达）的方式，对原文的论辩结构进行重

构，从而形成对原文的分析概览（analytic overview）。其中，对于未表达前提的明示与理解，需要借助交际

原则（Communication Principle）（包括一些通用的交际规则，如清晰、真诚、效率以及切题等）以及一些基

本的逻辑原则（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2: 49, 52），比如： 

[2] It is obvious that children should ideally be raised in a family with both a mother and a father, because it has 

been that wa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2: 50） 

本例中，根据立场表达指示词“It is obvious that”以及渐进式论证指示词“because”，不难判断，说话人

的立场是“孩子在一个由母亲和父亲组成的家庭里得到抚养，这是最理想的（状况）”，而支撑该立场的论

证在于“因为几千年来一直都如此”。根据逻辑三段论：“每一个 M都是 P。每一个 S都是 M。所以，每一个

S 都是 P”（McInerny 2013: 81），其中，第一个命题是大前提，第二个是小前提，第三个是结论。本例中的

立场对应的是结论部分，支撑该立场的论证理由对应的是大前提，缺少的正是小前提。在日常交际中，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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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论证其立场时，当并非出于故意而省略了某些元素时，这些被省略的元素仍然是隐含于话语中的（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2: 49）。根据交际的清晰性原则以及逻辑有效性原则，我们可以将该暗含的元素

明示出来，也即将未表达前提进行明示表达。本例中，未表达的小前提就是：“几千年来一直都那样做的事

就是好的”或者“如果某件事几千年来一直都是以某种方式做的，那么它就必定是最好的方式”。 

最后，评价论证：即针对重构后的分析概览，结合批判性讨论的十大原则，对其中各要素——包括意见

分歧、立场、出发点、论辩结构、论证图式和结论——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质疑之后，对其做出逻辑有效性

与论证合理性方面的评价。 

 

 

 

 

 

 

 

 

图 1：批判性阅读模式 

 

三、实例分析：China Daily 就私营部门对医疗保健行业产生影响所做

的评论 

这里以 China Daily 上的一篇评论文章（节选了其中前半部分对立场的论证部分，即“为什么”必须阻止

私营企业对医疗保健行业的影响，而后半部分涉及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即“如何”阻止私营企业对医疗保

健行业的影响，与前半部分属于不同层面的话题讨论；为了便于演示说明，故而省去了原文的后半部分）为

例，演示说明将批判性思维融入阅读活动中的实践操作方法。例： 

[3] Private-sector influence must be prevented in healthcare 

By MIKE BASTIN (China Daily) Updated: 2015-05-12 10:34 

It was only last year that GlaxoSmithKline Plc（葛兰素史克，英国制药公司）was fined the equivalent of 

$500 million in China for bribing officials to push its medicine sales. 

But here we are again, with media reports saying that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has 

accused Germany-based Siemens AG and its dealers of violating the competition law. Siemens allegedly donated 

medical devices in return for agreements from customers that they would exclusively buy the chemical reagents 

（化学试剂）needed to use these machines from Siemens. 

But it is important to look around the world and put developments in China into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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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场、出发点、论

辩结构、论证图式

以及论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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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only the year before last when reports on bribery in the United Kingdom's health sector circulated widely 

i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The reports suggested even more widespread and unethical, if not illegal, activity in the 

UK. 

Specifically, it was reported that private healthcare companies were regularly offering doctors incentives such as 

bonuses and even "free" receptionists in return for drug orders or referrals（下线；引荐）. It was reported that 

about 15 percent of all UK medical consultants had been offered cash for referrals. The US healthcare sector is also 

often reported to be riddled with corruption involving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private healthcare companies. 

Clearly, corruption across the healthcare sector is rife globall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vate sector is the root 

cause. … 

根据图 1 所示批判性阅读模式，第一步：识别论证。此例中，根据标题中的论证指示词“must（必

须）”，我们不难判断，作者旨在论证的立场正是文章标题所述观点，即“必须禁止私营部门对医疗保健行

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步：对论证进行重构分析，形成分析概览。在冲突阶段，作者旨在与其潜在读者讨论的话题以及意

见分歧是“是否应该阻止私营部门对医疗保健行业带来的影响”，此处涉及的是单一非混合型意见分歧。对

此意见分歧，作者采取的立场是“必须阻止私营部门对医疗保健行业带来的影响”。在开始阶段，作者选用

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出发点包括“私营部门的介入是导致医疗保健行业内部腐败的原因之一”以及“应该阻止

医疗保健行业内的腐败现象”。论辩阶段的论辩结构图如图 2所示。 

 

 

 

 

 

 

 

 

 

 

 

 

 

 

 

 

图 2 例[3]中的论辩结构图  

 

其中，（1.1’）属于未表达前提，其在原文中虽然没有明示说明，但是根据交际原则和一些基本的逻

辑原则，结合文内语境以及社会背景知识，我们不难推导出该前提。并且，通过对原文的论证过程进行分析

与重构，发现本例中的未表达前提同时也被作者用作了支撑其立场的一个论证。本例采用的是混合型论辩结

构，包括单一论辩和多重论辩；其中，论证 1.1和未表达前提（1.1’）支撑立场 1，属于单一论辩结构，

而论证 1.1.1、1.1.2和 1.1.3三者并列，并且都能单独支撑论证 1.1，属于多重论辩结构。在该混合型论

＆ 

1 Private-sector influence must be prevented in healthcare. 

1.1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vate sector is the root cause 

of corruption across the healthcare sector. 

(1.1’) (Corruption 

should be prevented in 

healthcare.) 

1.1.1 (In 2014) 

GlaxoSmithKline Plc was 

fined the equivalent of 

$500 million in China for 

bribing officials to push 

its medicine sales. 

1.1.2 (Recently) 

Germany-based Siemens 

AG and its dealers have 

been accus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violating the 

competition law. 

1.1.3 (In 2013) it was 

reported that private 

healthcare companies in 

the UK were regularly 

offering doctors incentives 

such as bonuses and even 

"free" receptionists in 

return for drug orders or 

refer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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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结构中，涉及两种论证图式：根据论证 1.1和（1.1’）得出立场 1，这里采用的是因果型论证，而根据

论证 1.1.1、1.1.2和 1.1.3得出论证 1.1，则属于征兆型论证。作者通过前述论证，得出结论：“必须阻

止私营部门对医疗保健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该结论在原文中并没有得到明示表达，而是读者

通过对前述三个讨论阶段的全面分析与解读后推导出来的。这也印证了一点，即在实际的批判性讨论中，结

论阶段有时虽然是隐含未表的，但是讨论的结果却通常都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我们进入第三步：评价论证。对论证的哪些方面进行评价？依据什么标准进行评价？以及如何进行

评价？这些都是实施评价行为必须首先要考虑到的一些问题。图 2所示论辩结构是对原文中或明示或暗含的

各个论证要素进行还原后的整个论辩框架。论证评价正是以批判性讨论的十条规则为标准，对分析概览（包

括重构后的论辩结构）中各个论证要素——包括意见分歧、立场、出发点、论辩结构、论证图式和结论——

从逻辑有效性与论证合理性两大方面、通过反思提问的方式进行评判。 

对本例中论辩阶段的论证图式，我们可以提出以下批判性问题：（1）论证 1.1.1、1.1.2 和 1.1.3分别

列举了三起医疗保健行业内发生的腐败行为，即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于 2014年因贿赂中国官员进行医

药推销而被罚款 5亿美元、德国西门子公司及其经销商近期因违反竞争法而受到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

指控以及 2013年报道披露英国一些私营医疗保健公司定期向医生提供奖金乃至“免费”接待等以换取医药

订单或者下线销售人员，并且三起腐败事件都与私营部门在该行业中的不规范操作有关，这些是大家公认的

事实，但是，仅仅依据这三个案例，就能论证得出 1.1“私营部门的影响是导致医疗保健行业内部腐败现象

的根本原因（root cause）”吗？显然，这里使用的征兆型论证图式在逻辑上是无效的，违反了批判性讨论十

条规则中的论证图式规则和有效性规则，因而这则子论证是不合理的论证；（2）由于原文是将论证 1.1和

未表达前提（1.1’）用于论证支撑立场 1的，而经过对前述第（1）个批判性问题的讨论，我们发现，论证

1.1 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如此一来，作者所提出的立场 1也就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自然也就沦为“空中

楼阁”了。此外，基于以上对论证图式的批判性质疑，我们发现，作者在结论阶段也违反了批判性讨论中的

结论规则，即提出立场的一方如果未能成功地捍卫其立场就应该收回该立场，而不是继续坚持其不合理的立

场。 

 

四、初步验证：批判性阅读模式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 

笔者对所从教的本科英语专业大三学生进行了为期十周的批判性阅读训练后，在综合考察前人相关研究

（Hyytinen et al. 2015；Stapleton 2011；Nuttall 1982；吕映 2013；徐锦芬，李红，李斑斑 2010；黄国芬 2009；

洪岗 1994）以及笔者自身思考的基础上，设计出 13 道封闭性选择题（以利克特 5 点法进行设计：1=“完全

同意”；2=“同意”；3=“基本同意”；4=“不同意”；5=“说不清楚”）和 5 道开放性问题，从对批判性思维（CT）

这一概念的了解程度、批判性阅读训练的必要性以及基于语用论辩学的批判性阅读模式在阅读实践中的可操

作性这三大方面，对参与批判性阅读训练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批判性阅读训练面向的是选修了“商务英语阅读”的英语专业大三学生。笔者在开学第一周就批判性思

维的内涵、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以及批判性阅读模式的理论基础与操作方法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了两个学

时的讲解，并要求学生打印相应课件以便随时参考。从第二周开始，笔者要求学生每周提交一篇阅读材料原

文以及针对该材料的论辩结构分析与评价，作为课外批判性阅读作业，然后每周从所提交的作业中挑选出一

份进行课堂集体讲解，并对被抽中作业的学生进行课下个别辅导，经过完善后最终将该作业作为范本上传到

班级 QQ 群文件，供全班同学观摩学习。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62 份，回收 62 份；其中，根据答卷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筛选出有效问卷 60 份。调查

结果显示：77%的学生表示“完全同意”、“同意”或者“基本同意”其在批判性阅读训练之前，不太清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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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性思维（CT）”这个词的具体含义，而经过批判性阅读训练之后，88%的学生表示基本理解了 CT 的含义，

并且认为批判性（阅读）思维就是不盲目认同原文作者的立场观点，而是要运用逻辑推理，辩证地看待阅读

材料，并对其进行分析与评判；并且，90%的学生认为有必要进行批判性阅读训练，因为其有助于区分事实和

观点、深入理解阅读材料、培养逻辑推理能力，同时还有助于写作等；此外，85%的学生认为，与原来的阅读

方式相比，批判性阅读模式更“简单粗暴”，格式明晰化了，框架一目了然，分析文章条理更加清晰，并且更

注重对文章观点及论据合理性的分析，阅读更加深入、有效率等；也有 83%的学生表示，批判性阅读模式对

于提高其阅读理解能力有一定帮助，但是目前还不是特别明显，需要长期训练并给予具体指导。另外，笔者

对“范文提供者”（即被抽查到作业并且进行了个别辅导后将作业作为范文进行提交的学生，本次调查中有 6

名学生属于此类）的问卷数据也进行了专门统计，发现 100%的“范文提供者”肯定了批判性阅读训练的必要

性，并且同意“批判性阅读模式提出的阅读步骤很具体，稍加指导与训练，就可以自己操作了”这一观点。 

以上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基于语用论辩学的这一批判性阅读模式，对于提高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阅读

理解能力以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都是有一定帮助的；并且，在实际的阅读教学过程中，如果对学生进

行批判性阅读训练的同时，能够在训练初期加以个别辅导或者提供有效的训练反馈，该模式还是比较容易被

掌握的。 

 

五、结语 

本研究基于语用论辩学中的批判性讨论理想模型，尝试构建了一种新的批判性阅读模式，其中将批判性

阅读活动简化为三大步骤：识别论证、分析与重构论证以及评价论证，并以 China Daily 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为

例，演示说明了批判性阅读活动各个步骤的具体实施过程与操作方法。为期十周的课内外批判性阅读指导与

训练初步验证了该阅读模式的有效性与实际可操作性。 

对阅读材料中所涉及论证的识别、分析与重构，可以结合逻辑学、话语分析、语用学等学科知识，进行

描述性的阐释，但是对于论证的评价，则涉及到如何构建或者选用评价标准的问题。“如何通过批判性讨论

使双方意见分歧得以合理消除是语用论辩学标准理论的核心问题，合理性是其分析和评价论辩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吴鹏，熊明辉 2015:65）。语用论辩学下论辩的评价标准正是批判性讨论是否以合理的方式进行。

那么，何为“合理”的讨论呢？在论辩研究中，关于“合理性（reasonableness）”这一概念，存在几种观点：

其中，几何学观点认为，“合理性”概念仅适用于形式论辩中的人为论证；人类学观点认为，论证的有效性取

决于纯粹的实证基础，即某一社群之间的共识；一些逻辑学家采纳的是合理性的“批判观”，即论辩既需要对

论辩程序的效力（effectiveness）进行审查，同时也需要对持有意见分歧的潜在各方遵循该程序的利弊进行反

思，而 van Eemeren 等人也认为，有必要摒弃合理性的几何学与人类学的证明主义怪圈，转而采用批判理性

主义观，也即“合理性”的第三种观点——论辩观（dialectical view of reasonableness），其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为：对人类思想及活动的所有领域进行系统的批判性检视。论辩学路径下的论辩（argumentation in a dialectical 

approach）同时采用了论辩学的批判性视角、逻辑学的几何学视角以及修辞学的人类学视角，从问题解决的有

效性（problem-solving effectiveness）以及主体间的可接受性(inter-subjective acceptability)这两大方面来检查论

辩各个规则的合理性（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4:132）。换言之，语用论辩学理论下合理性讨论的评

价标准正是问题解决的有效性与主体间的可接受性，二者具体体现在批判性讨论的十条规则之中。 

此外，批判性阅读要求阅读者本身首先具备一定的理性（rationality）——即运用推理工具的能力（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4: 125），然后参照以合理性为基础的批判性讨论规则来对阅读材料进行尽可能

理性的描述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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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是语用论辩学标准理论中分析和评价论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在现实的批判性讨论中，讨

论者不仅需要“合理”地解决意见分歧，还会尽力使讨论结果朝着利己方向“有效”发展（吴鹏，熊明辉 

2015:65）。因此，本课题的后续研究将一方面尝试在日常的阅读教学中，继续推广运用基于语用论辩学理

论所提出的这一批判性阅读模式，以便进行更广泛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还将进一步探讨批判性讨论中讨论

者（正方）是如何在保证讨论合理性的基础上，同时实现讨论有效性的，也就是使讨论过程与讨论结果令反

方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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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 New Critical Reading Model Based on Pragma-Dialectics 

Abstract: There exists some research on how to do critical readings and teachings, but the reading steps mentioned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are over-elaborated and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too general for students to follow.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new and operable critical reading model on the basis of the ideal model of critical discussion in 

the theory of pragma-dialectics. The proposed new model divides the whole critical reading activity into three parts: 

identifying arguments, analyzing and reconstructing arguments and evaluating arguments, with all of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s demonstrated in detail i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a review article in China Daily on whether 

private sector influence should be prevented in healthcare industry. The ten-week critical reading training conducted 

in the combined form of in-class instruction and after-class practice also proves that the new critical reading model is 

helpful both for teachers to organize critical reading activities in class and for students to conduct critical readings on 

their own after class. 

Key words: critical reading, the theory of pragma-dialectics, the ideal model of critical discussion, 

read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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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通识性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发展目标 

和实现路径 

李学兰 （宁波大学 315211） 

 

【摘要】根据对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学实践的进一步反思，批判性思维课程应注重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和探

究能力。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批判性思维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帮助学生获得一种批判客观事物的技能，更重

要的是帮助建立一种基于理性的内省思维模式。面对即将到来的批判性思维发展的重要时机，中国高校将应

当积极推动教师的理念更新和教学方法改革；采纳更为开放包容的课程建设导向；同时应积极探索与中国文

化相融通的通识教育课程教育。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探究式学习；思维模式；素质教育；通识教育 

 

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正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梁漱溟 

 

2014 年夏季本人参加了董毓老师主持的“批判性思维教学研修班”，正值学校启动通识核心课程建设，带

着研修班的学习收获和对大学生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高度认同，回校后组织了 4 位教师共同申报，经学校通识

教育指导委员会审核《批判性思维与逻辑训练》被纳入通识选修核心课程建设。2014 春季和 2015 秋季两学

期先后开设，选修学生从不足 30 人发展到 100 人，2 个教学班。第一次课程采用 5 位教师集体商议，分别主

讲形式；第二次则由本人和另一位教师分别担纲二个教学班的主讲任务，统一考试。经历两轮的课程教学，

对开设通识性批判性思维课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2015 春季第三轮课程教学即将开启，愿意将一些教学反思

与同仁们分享，以期共同推进批判性思维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发展。 

梁漱溟老先生曾言，学问解决问题的，而且真正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能够大胆质疑，提出好问题

本就是批判性思维教育重要的价值取向，因此本文讨论从学生提出的真实问题开始。以下是第二轮课程教学

期间，一位同学留在《学会提问》读书报告中的 3 个问题，尽管期末课程总结时已经在课堂上给予了积极的

回应，但在进行课程反思时这 3 个问题仍常常会跳到脑海之中（其中加粗部分是特别需要予以关注的），它们

引发了对批判性思维在通识课程中的目标定位实现路径的进一步反思。 

 

1、曾经有位老师同我讲：世界上的判断分为四种——正误判断、价值判断、审美判断、宗

教判断，其中，正误判断基本是只有纯理科的、科学的问题才会用到，可以用“是”或者“否”

来回答；价值判断是取决于个人的立场、所以也叫做“立场问题”，但一般来说是价值判断经常

会同正误判断相混淆，以此来误导人们。……因此，就会产生这样子的结论：世界上所有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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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不可能被客观的看待。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在看待事情的过程当中，自觉和不

自觉地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说话。也因为这个结论，所以我觉得同他人讲述自己对于某个问

题，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除了同自己同一立场的人，就是不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前者观点大

都相同，后者道不同不相为某。老师，您认为怎样呢？ 

2、我们在对许多事情进行批判性思维的时候，会容易陷入到迷茫的境地，因为或许认为这

也是对的，那个也有一定得道理，并且在上课相互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有自己反驳自己的

问题发生，然后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3、我们在看文字材料的时候，能够找到的主题、结论和理由，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性思

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在生活中的大多时候，我们接受他人的观点大都是经过口述这样的方

式来得到的，仔细的看一段文字材料本就不易，如果再是只通过倾听来找到主题、结论和理由

以及进行批判性思维，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想询问一下老师，这样子的观点是不是正确，还是说

经过看文字材料的训练，听口述材料也会有所帮助？ 

 

一、发展目标： 探究导向的批判性思维 

教学目标是课程设计的灵魂，既是发挥对教学的引领作用，更是最终教学效果的评判标准。课程申报时

规划设计了《批判性思维与逻辑训练》的总目标，并围绕知识、能力和素质设定了三方面的分目标。批判性

思维教学的总目标在于提供一套有关判断的体系和程序，即经过完整的课程学习，帮助学生达到能够有意识

地、完整地、明晰地运用论证评估的方法来做出合理的判断。 

从学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来看，价值判断被视为一种无需进一步交流的纯粹主观偏好，并且将正误判断

混同于价值判断，进而得出了一个片面而有些偏执的结论，“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不可能被客观的看待”。其

实批判性思维首先要求我们学会分析明辨，正如问题中所提及的 4 类判断，尤其是前两类判断，在问题的性

质上存在根本性差异。或者按批判思维中对论证主张所进行的分类，分为描述性问题和规范性问题，这是一

种批判性思维中一种重要的基本分类。描述性问题涉及对客观世界如何或者事物如何的描述，对该类问题的

思考和辨析本质上是一个从已知知识出发探求未知世界的思考过程，经过严密思考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无可

争议的客观性，尽管存在人类认知的有限性，但无限接近客观真实是一种永恒的追求，所谓“事实胜于雄辩”。 

相比之下，规范性问题涉及人类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选择问题，较之前者在日常思维的争辩中，规范性问

题不易澄清，往往存在较大的争议性。这就要求论辩双方对各自主张观点进行辩护性解释和说服性论证，而

不能仅仅停留在“青菜萝卜各有所爱”的主观偏好层面，思考的最终目标是为了鉴别或选择一个最佳的价值

观念或行动准则，澄清争议的关键就在于明确理由之争。理性的辩论要求争辩双方把关注的焦点从对方的立

场或主张转向对方的根据或理由，开放而公正地审视各自的理由，以及理由的根据。即使争辩不能使得双方

得出一致的结论，但理性论辩过程中对彼此立场的平等尊重和开放公正的审视，将为理解对方的立场和主张

提供可能。 

寻找和自己相同或相近的观点、立场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心理需求，可以给我们提供认同感和安全感，按

照马斯洛的心理需求理论，是人的基础性心理需求。早在中国古代经典《易经》上就有，“同心之言，其臭如

兰”，日常生活中更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知己者容”的说法。但是，了解不同观点和立场正是我们扩大

见识，走向成熟的必经之途。况且立场不同，未必就一定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一则哪一条道路才是正确的或

更好的道路，需要进行比较分析后才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二则还存在一种“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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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从个体认知限度的层面上可以认可学生所说的，“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不可能被客观的看待”；本人也时

常在课堂上说，“看见就是你所能看见的”，但同时“生活的精彩超乎我们的想象”，而这种精彩的获得正是需

要我们开放心灵，大胆质疑，抛开习以为常的思维惯性才可能获得的。据此，只有按照批判性思维所引导的

理性分析、评估、论证才能为我们的道路选择提供智识保障，而不至于“一条道走到黑”。 

今年春节一则上海女孩随男友去江西农村过年的网上新闻引起社会热议，其中涉及婚姻观念、城乡差距、

贫富问题、家庭教养、平等尊重等一系列价值争议，可以引入作为批判性思维的课程案例。随着中国经济在

三十年间的迅猛发展，日益突出的利益冲突、价值多元、社会矛盾几乎也是不争的事实，互联网生活的不期

而至更给每个人提供了发表意见的平台。已有学者开始探讨作为民主典范的协商民主情境下应当如何培养公

民的民主素质问题，协商中的公民应该具有平等与尊重、包容与宽容、互惠性和公共理性等品质；尤其提到

对话能力和公共理性之于协商民主中公民主体间素养的重要意义，个人必须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观点，必

须以其他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能够在相互信任的关系中展开对话，与其他人一起分享思想观点。对话不

是争吵，不是一方说服另一方，更不是以权力压制对方。对话是一种平等商议，基于对别人的尊重和对他人

观点的合理吸收，对话蕴含着理性的公开运用。[1]而且随着互联网与全球化生活方式的日益深入，价值和文

化的日益多元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这种对话将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时空中展开。 

学生所提问题真实地反映出批判性思维之于价值判断、规范性论证的迫切需求，由此出发反思这门通识

课程原定的教学目标，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和改进。针对通识教育的全人教育目标和民主社会发展的社会需

求，批判性思维课程应注重培养问题意识和探究能力。让学生针对争议问题做出一个有充分理由支持的判断，

通过考察争议问题的多个方面，在比较性评价中得出一个辩证性判断；而探究精神所包含的开放、公正、理

性、尊重正是我们对于未来公民的期望。 

 

二、路径选择：建立内省性思维模式，成为更好的自己 

学生在第二个问题中提到了“迷茫的境地”，首先应当肯定在当下中国的教育生态中这是一种非常有意义

的“迷茫”。在应试模式主导下，多数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已习惯于接受知识，或被高考绑架，或被就业前途捆

绑，只求高分实现短期目标，达成父母期待，很难真正体验“学而时习”（此习为朱熹所注释的“鸟数飞”的

实践性活动而非知识记忆的简单重复）、“有朋远来”、“君子不愠”的学习快乐。环顾大学课堂，常常没有学

生提出问题，多是低头族、手机族，学生已经退化为“没有问题”过分关注考试答案的“考”生。因此，这

种迷失于说理根据之间的较量，其实恰恰是初步思考的结果，有学才有问，有问才有学，可以视之为一种对

学习本质的回归。 

其次，如何为走出这种“迷茫的境地”指出方向？《论语》中就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提

示，答案似乎很简单：进一步的学习，进一步的思考探究。那么高校目前的批判性思维教育如何解决这种困

境的有效路径？就笔者两年来的通识性批判性思维课程实践与探索来看，应当抓住两个核心：一是在教学内

容上抓住以论证为核心的探究式教学；二是在教学方法上突出情境性和内省性学习体验；同时批判性思维的

教育目标也决定了这两个核心相互之间一体两面的关系。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对核心概念的探究是开展批判性思维研究和教育的基本前提，目前全球范围内有

关批判性思维的定义经历了 4 个发展阶段之后，仍处在见仁见智的百家争鸣状态，出现了哲学的、心理学的

和教育学等多维度的研究视角。如何妥善处理和把握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始终是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学中

                                                        
[1]冯建军,刘霞.协商民主视域下的公民素养与民主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14,(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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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关键问题。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阿兰和罗特总结了三种路向，即作为评估行为、探究行为和多元行为

的批判性思维。其中作为评估的批判性思维开始于一个结论或工作，其路径是从被建立的结论返回到结论所

依据的数据资料；而作为探究的批判性思维路径则正好相反；两者重要的区别还在于评估和探究行为本身的

区别，在对任何信息和论证予以恰当评价的基础上，探究活动还包括了预见正确决策的工作策略。[1]从教学

实践的角度来看，评估和探究活动并没有像学术研究中那样泾渭分明；而且两者对于逻辑知识的传授和应用

都提出了新的需求。《权衡——批判性思维之探究途径》一书则将论证视为探究的基本材料，认为在所有的探

究中论证都起到了核心作用；正如副标题所表征的全书以探究作为基本途径，大量应用了来自校园生活场景

情境的案例分析。[2]董毓老师在《我们应该教什么样的批判性思维课程》特别分析了目前我国批判性思维教

育的误区和不足，指出批判性思维包含逻辑和逻辑的运用，但不等同于它；批判性思维的根本概念和内容都

突破了研究推理的逻辑学范畴，涵盖了认识发展和合理决策所需要的、逻辑不涉及的许多精神和技能。[3] 

就教学策略而言，组织有效的课堂探究活动更容易在知识和生活之间搭建起桥梁，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不同于融合专业教育的批判性思维培养模式，在通识性批判性思维课程中往往面对来自不同专业选择

的学生，且多为即将进入专业学习的低年级学生。正如学生在第三个问题中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激活学生

的问题意识和探究活力，掌握基本的探究活动规则，为后续进入专业学习打下基础，应当是课程教学更现实

的选择。在本学期的教学活动中，除以论证及其评估开展教学活动外，特别选取了《学会提问》、《如何阅读

一本书》作为学生课外读本，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效果。期末请学生描述批判性思维的学习体验，学生的积极

反馈可以看出批判性思维课程对他们的影响力： 

 

甲：学习了批判性思维课程，我每次读新闻都会先看新闻的来源是否可靠，是否真实，是否

客观。并且在阅读新闻时会留意一些数据并查资料核实。……我现在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看待

问题并不断在进步，批判性思维帮助我理性质疑新闻用词的准确性。 

 

乙：以前我是对老师或是一些很厉害的学霸所说的学术观点不会产生异议，都会完全接受。

但现在就会反问自己，“真的是这个样子的么？有什么理据可以支撑他的观点？“在与同学沟通

交流中也总是说到，”你说到的问题其中有预设，而你并没有转达给我，以至于我并不能理解。

不仅如此，喜欢参与辩论的我，这种思维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认为批判性思维在大学

学习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一门课。 

 

丙：批判性思维是一种重新认知的过程，它不仅让我们用评判、理性的思维方式来判定与自

己拥有不同看法的人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观点，学会提问和质疑，

对专业权威，对别人，对自己。  

 

                                                        
[1]武洪志,张志敏,武晓蓓.批判性思维初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P60 

[2][加]白琳，[加]巴特斯比.权衡:批判性思维之探究途径[M].仲海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董毓.我们应该教什么样的批判性思维课程[J].工业和信息化教育,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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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批判性思维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帮助学生获得一种批判客观事物的技能，更

重要的是帮助建立一种基于理性的内省思维模式。恩尼斯将批判性思维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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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中的“我们”是一个不甚起眼却很重要的指向，他进一

步解释道，“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是主动评估观念的愿望。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跳出自我、反思你自己的思维能

力。批判性思维者能够分析他们观点的证据的质量，考察他们推理的缺陷。”[1]在开展这种针对自我思维能力

的学习时，可以借助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引进社会热点案例组织课堂讨论或辩论活动，二是引导学生对自己

学习方式的反思。第一种形式所倡导的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实践性和情境性收到多数同行的认同，但在批判性

思维教学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一点是，多数教学活动往往停步于辩论的胜负或观点论证的合理程度。反省性学

习模式将案例教学的选择视为手段而非结果，要求教师在案例讨论或辩论活动中要进一步引导学生以案例或

其他同学的观点作为镜子，反观自己批判性思维的现状，从而鼓励学生发展独特的个人理解方式。 

第二种方式要求学生应用批判性思维对自己的学习行为和习惯进行反省，是课程学习中非常有益的一项

尝试，也往往是一般教学中比较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总结前期课程实践情况可进一步加强以下教学环节：一

是期初可以采用雷达图形式，让学生根据对批判性思维的初步认识对已有的学习行为做出自评，评价指标可

以借用保罗关于批判性思维的 9 大特征（清晰性、准确性、精确性、相关性、深度、广度、重要性、逻辑性

和公正性），也可以借用更简明易懂且具有中国文化意蕴的指标体系，如中国古代提倡的学习五法（博学、审

问、慎思、明辨、笃行）；同时引导学生确立自己的课程学习目标和计划。二是期中可以引导学生对照自己的

学习目标进行一次评判，如借用《批判性思维工具》中有关批判性思维的阶段性理论，[2]分析不足，提出改

进对策，包括对于教师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同时鼓励学习小组中互相分享和交流。三是期末可以安排课程总

结，可以安排试卷分析、课程教学情况调研，学习笔记评比，学习体会交流等等。 

上述教学活动可能在一些教师看来可能比较繁琐，并且浪费时间影响教学进度，其实是“磨刀不误砍柴

工”，借助合理的设计教学往往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讲授型教学模式主导下，对学习主体的关注往往

让位于学科知识传授的完整性，学习行为已经成为一件想当然的事情；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由学习者积极

构建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接受教师或者课本传递的信息。能否成功实现教学模式的转变，其关键在于学生

对自己学习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是否以及多大程度被唤醒。[3]除了一般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对课堂实践的指

导外，应用批判性思维本身强化学生对自己学习行为的评估和自我引导，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教学实践活动。 

而且上述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加强学习体验环节的教学设计，将引导学生进入深层学习。[4]具体的策

略包括：将课程目标转化为学生自己可欲的目标，帮助其认识到批判性思维态度方面的不足以及在能力提升

方面可能的发展方向，建立学生参与的学习评价制度，建设平等交流的课堂氛围和学习共同体，提供充分而

及时的学习反馈以及有效的学习工具和平台等等。 

 

三、一点余思：批判性思维与中国高等教育 

西方社会三十多年来，作为哲学和教育理念的批判性思维现在已得到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拥护，批判性思

维比任何其他教育目标都得到更多的关注。近年来，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国内教育界开始引起关注，

                                                        
[1]董毓.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 

[2]理查德·保罗,琳达·埃尔德.批判性思维工具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27-39,283-289 

[3]玛丽埃伦·韦默.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给教学实践带来的五项关键变化[M].洪岗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8 

[4]陈亮,朱德全,学习体验的发生结构与教学策略[J].高等教育研究,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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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学开始尝试通过单独开设思维课程来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如清华大学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技

能”选修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大学学习指导”选修课，2003 年北京大学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设了“逻

辑与批判性思维”通选课，2009 年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将批判性思维教育纳入“种子班”的新型教学模式，

[1]2015 年第五届全国批判性思维教学研讨会在汕头大学召开，汕头大学将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与系统思

维一起纳入整合性思维的通识课程框架，上述种种探索与实践得到了大家认可。但是与国外相比，批判性思

维在我国还未引起政府和教育界的足够重视，目前仍只有少数大学开设了批判性思维课程，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2013 年全国 2500 多所大专院校中，只有不到 2%的学校开设了在名字中有“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其中

多数是在哲学系或者尖子班级，并非给全校学生的公选课。课程内容侧重于逻辑推理方面，批判性思维能力

的训练还未达到课程化、制度化，也缺乏系统性和体系性。教材建设方面，近五年出版含有批判性思维字样

的国内教材大约十几部，国外引进的翻译教材十部左右；相比于国外教材，国内教材多将批判性思维与逻辑

学相关联，且普遍缺乏通识教育所需要的实践性和日常性。因此，可以基本得出结论认为，近五年来我国高

校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推广工作进展仍“出奇地缓慢”。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系统培养依赖于相关课程的建设和开发，国外高校在具体形式上大致形成了三种模式：

独立式、融合式和综合式。[2]理论上说，将批判性思维教育融合到各类课程的混合模式是一种更长效的做法，

但受到教师教学理念转变和教学能力提升的制约，涉及高等教育更为艰巨的深度改革，远非一时之功所能完

成。从策略上说，开设专门批判性思维课程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突破性改革方案，也是本文侧重探讨的教学模

式。分析目前进展缓慢的障碍因素主要有：一是认识层面的偏差，担心过于强化批判和质疑是否可能引起青

年学生的偏激，造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3]有的学者直接反对使用批判性思维，而建议采用 “审辩式思

维”、“慎思明辨”等中国文化的本土性资源。二是受制于学科主导的课程设置思路，在批判性思维教学中固

执于逻辑的学科知识，甚至主张批判性思维仅是理念而非学科，因此不宜作为课程开设。[4]三是大学课时的

现实制约，中国高校意识形态类课程的高学分及其严格的行政控制是个不争的事实；同时，随着知识生产的

加速度，无论是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如果不能有效摆脱传授型教学模式，课时资源永远无法跟上知识

生产的快节奏。 

与高等教育内部改革动力不足形成反差的是，教育外部的社会需求正发生迅猛变化。一是人才市场方面，

激烈的就业竞争使得大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成为用人单位的关注重点，从专业对口模式向适应性的“核心竞争

力模式”转变，其中包括独立思考、开放合作、表达沟通等多项批判性思维倾向和技能；[5]二是个人发展方

面，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学会学习和终身学习模式逐渐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理性判断和反省能力将

是一个学习能力重要的评判指标；三是国家层面，经济全球化背后的创新驱动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政策导向，将对大学的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挑战。 

审时度势，从各方发展的角度可以预见中国高校将迎来一个批判性思维发展的重要时机。作为高校需要

把握三个关键问题：一是结合创新人才培养的国家发展战略，积极推动教师的理念更新和教学方法改革；批

判性思维本身与教育教学改革具有内在的天然联系，也是教师提高自身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践行之旅。二是采

纳更为开放包容的课程建设导向。基于对批判性思维不同的哲学理念和假设，现有课程设计风格多样，总体

上偏重于具有逻辑风格的课程设计，武宏志老师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提出，应当允许多样化的批判性思维概念，

                                                        
[1]李加义.我国批判性思维研究综述[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6) 

[2]陈振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模式之争及其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14(9) 

[3]陈丽微.从批判性思考到慎思明辨——对香港中学“通识教育科”批判性思考教学法的反思[J].教育学术月刊,2015 年(12) 

[4]王路.批判性思维再批判[J].科学·经济·社会,2015(1) 

[5]孟卫青.高校本科课程质量标准研究[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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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不仅显示了不同领域或视角的特点，而且有助于理解批判性思维的丰富性。三是积极推动通识性课程

和教材的建设；同时积极探索与中国文化相融通的通识教育课程教育。 

 

年近天命，有幸和青年学生们一起研习批判性思维，也常以之来评判反思自己。古人有三乐，“父母俱在，

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些快乐平凡而质朴，就像洁净的空气和

清水滋养我们的身体；能够体认并实践这些简单的道理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和社会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如果

说，醒悟是人生最大的目标，那么唤醒就是教育最大的功德；愿批判性思维能够成为滋润我们心灵的一道清

流。 

 

The development goal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critical thinking cours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Li Xuela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further reflection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critical thinking cours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in the critical thinking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ty educ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critical thinking is not only to help students to acquire the skills of 

a critical objective things, but also to build a rational introspective thinking mode. In the face of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upcoming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eachers 

to renew the idea and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to adopt more open and inclusiv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riented; 

at the same time,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ducation, which is integrated with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Critical thinking, inquiry learning, thinking mode, quality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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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讯息】 

西南财经大学批判性思维专题培训顺利举行 

周利云 （西南财经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教师教学能力，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联合教务处、研究生特邀批判性思维研究领域知名专

家、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董毓老师，于 9月 2-6日在柳林校区格致楼 J101

举行批判性思维专题培训。来自法学院、经贸外语学院、国际商学院、财税学院、保险学院等单位 70余名教

师报名参会。 

 

图 1. 参培教师踊跃参与课程互动 

董老师提出，为了切实提升教学质量，批判性思维教育者要以学生为中心，明确教师的新型角色和作用，

从传统的“满堂灌”转向集“苏格拉底、教练、主持人”为一体的新角色。大学教师应当注重“自我反思”，

关心学生的发展，在各科教学中通过“注入式渗透教育”培养学生理性、开放、严谨的思维能力。老师们可

以灵活应用问题导向教学法、苏格拉底问答法、及时反馈教学法、同伴教学法等一系列有效方法，用自主自

学、引导、交互提问、辩证讨论、教练交织等各种环环相扣的步骤流程实现课堂主要内容和目标。为期 5 天

的培训涵盖了批判性探究实证的“研究对象问题、分析已有观点、寻求更多信息、评估信息论证和形成自主

结论”五个过程，包括了批判性思维阅读、论证分析、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寻找隐含前提、最佳思考等多

块重点知识，有机整合了课前准备、课堂讲解与讨论、课后讨论与小组作业、模拟实践性反思性的考核等多

种学习活动。在活跃的气氛中，大家认真参与学习，小组成员间相互促进，最终各小组均高质量完成了正-反

-正写作和论证分析两项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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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小组协作完成作业 

本次培训还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包括参考书《批判性思维工具》，戴维·希契柯克、罗伯特·恩尼斯、

彼得·范西昂、谷振诣、董毓等批判性思维领域多个国内外知名学者的重要文章，及时反馈教学法、同伴教

学法等教学方法详解，以及大量练习材料。参会老师们一致评价本次培训高质量、高水平、高规格，纷纷表

示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批判性思维，积极应用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务处、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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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pxswyjh@gmail.com
mailto:ppxsw-editor@groups.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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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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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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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