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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简讯】   

《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通讯》编委会成立 

2011年 5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批判性思维课程建设研讨会，是一个富有

成效的会议，除了教学和研究的交流，它还启动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研究会的筹备工作，

并开始编辑和发行《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以下简称《通讯》）。这是中国教育改

革的一个有意义的事件，它标志一批认识到批判性思维教育对教育改革的核心必要性的中国

教师，开始聚集一起，为推广批判性思维教育，推动真正的教育改革而进行有意识的和集体

性的努力。  

十分自然，沿着这个道路的一个努力点，是通过加强和扩展《通讯》来形成一个广泛和

有效的交流网络和平台，来聚集更多志在从事和推广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力量。所以，在 2012

年华中科技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批判性思维课程建设研讨会上，与会成员讨论而决定建立《通

讯》的编委会，并提议董毓作为第一任主编带头进行相关的操作制度和方式的建设工作（讨

论的部分内容见《通讯》第六期的报道）。随后通过电子邮件的讨论，我们决定编委会初步

由参加这次研讨会的老师组成，并起草了简短的章程。编委会目前的成员有（按姓氏笔划）：  

马凤岐，王勇刚，谷振诣，刘玉，刘西瑞，朱素梅，肖琦，李蜜，陈刚，陈小红，郭伟

文，徐敏，高萍，雷瑞鹏，董毓    

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编委会由自愿为编辑和发行《通讯》工作的同仁组成，这表

明，它是一个开放的机构，即欢迎一切自愿为《通讯》工作的人员申请加入，我们将根据章

程热忱欢迎更多的自愿者加入我们的行列中来。  

来信请寄编委会邮箱：ppxsw-editor@groups.live.com 

    编委会讨论了工作章程，并在自荐推荐基础上，通过了第一届副主编的人选，他们是刘

玉，谷振诣，朱素梅，肖琦。主编和副主编将在编委会的决议下负责日常的编辑发行工作。 

 

mailto:ppxsw-editor@groups.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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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通讯》编委会工作章程 

(20120706) 

1、编委会组成 

1.1《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通讯》（以下简称《通讯》）编委会由志愿参加编辑和发行《通

讯》事务的同仁组成。编辑工作是为了实现《通讯》的宗旨——成为中国批判性思维教育的

交流和推动的平台。 

1.2《通讯》编辑和发行的事务包括：稿件征求、写作；编辑、校对、排版；发行；发行

渠道、网络的开发和维护；稿件库、资料库、期刊网站等管理和技术维护；以及有关推广、

发展、后勤等等工作。 

1.3 志愿参与上述任何一种事务的具有大学文化、有一定资历的人员可申请并由编委会

成员认可而加入编委会。 

2、编委会管理机构 

2.1《通讯》编辑方针、原则和编委会重大事务由全体成员民主协商决定。 

2.2 日常编辑和事务，以及主编选举等事务的主持，由编委会全体成员选举的主编负责。 

2.3 主编负责期刊编辑和编委会事务的计划、发展和协调工作，以保证《通讯》服务于

它的宗旨，每期刊物的计划、编辑和发行，并扩大《通讯》的影响力等等。 

2.4 主编在编委会成员中选出，采用每年轮流制，每任主编任期一年，一般不连任，仅

在特殊情况下（并且需要自己自愿和全体成员推举的条件下）最多连任一次。 

2.5 主编的选举采用自愿报名和编委会成员推举相结合，并由编委会全体成员无异议通

过（在只有一个候选人时）或投票（当有多个候选人时）的方式决定。没有发表反对意见的

将被视为无异议；在有异议的情况下将通过讨论协商或投票的方式决定， 

2.6 每届选出的主编可以根据日常工作的需要提议若干副主编组成常务工作班子，报请

编委会全体成员通过。 

2.7 在编委会成员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期刊的重大事务（如中止主编职责等等）可以由

成员提议并经过三分之二多数的投票通过的方式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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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辑方针和操作 

3.1 《通讯》的编辑和发行应围绕（１）交流批判性思维教学和研究经验，和（２）推

广批判性思维教育两大目标。 

3.2 每期《通讯》的编辑工作，由编委会成员自愿承担负责，即为该期的执行主编。 

3.3 《通讯》的编辑采用执行主编责任制：即在遵守国家法律和专业规则的前提下每期

刊物的内容的取舍、编辑的方法最终由执行主编决定。主编或其他编委可以就内容和编辑发

表意见，但最后决定权在于执行主编。 

3.4 执行主编应将期刊编辑稿提前两周送交编委会，并认真听取其他编委的合理意见，

以有利于服务上述两大目标。 

3.5 有重大争议的情况下可参照 2.7条款的方式决定。 

 

 

【教改实践】   

反思与评价：汕头大学批判性思维教师培训 

董毓 

[编者按] 2012年 5 月 21 至 31日，汕头大学举办了批判性思维教师培训。这次培训是

汕头大学加强对学生的“整合性思维”能力培养的总体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具体行动。汕头大

学的未来目标中培养学生的整合性思维是一个主要指标，批判性思维是整合性思维中的基础

和主要构成（其他两项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均以批判性思维为基础）。多年来在

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 学校行政当局主导和推动下，汕头大学教学和研究人员在确定和推行

思维能力训练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这次培训的重点，是对从各院系选出的37名教师作为“子”的研习班，其目标是让这些

教师今后能带领其他教师在各学科教育中“入”批判性思维的内容。研习班历时9天（5月21

至29日），除周末外每天均上下午学习6到9小时。在临近学期末 的繁忙中，参加的教师们作

出极大努力调整教学和科研任务，大部分都完成了研习班全部内容。研习班过程虽然集中和

繁重，但思考、学习、练习交织，气氛活跃，收效明显。 

下面，从研习班主持人董毓老师的总结评估和参加研习班的汕头大学老师们的反馈评估

对此次教师培训进行反思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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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批判性思维教师培训内容和方法——研习班主持人 

研习班的教学和练习有这样一些目标和做法： 

首先，要让教师对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原则和方法有一个准确和完整的理解，并能掌握

其中的一些主要方法。这是教师能在自己的教学中有意识地训练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前提。 

所以研习班含盖了教材（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所有章节的主要内容。它们的安排围绕着

三大主题： 

1.  理性：理解真理、论证的概念；强调一切论断都有好的理由和相关充足的推理；

要求清晰、具体和一致的思维和表达，等。 

2.  多样性：加强横向和纵向的发散思维意识；训练寻找隐含前提和替代解释、论证

的能力。 

3.  严密性：运用分析、图尔明模式、寻找反例和隐含前提，假想推理等手段通过多

样性和广度来达到细致、深刻和严密。 

其次，研习班着重讨论一些符合批判性思维精神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是从教学手段上

力求刺激思考，鼓励发散思维、保持开放态度和遵循理性。主要研习的方法和原则有： 

1.  互动式教学─学员为中心和动力，问题为主导. 

2.  苏格拉底式问答：引导学生思想深入和多样化. 

3.  按需即时教学方法：仅就学生的阅读中的问题进行答疑和讨论. 

4.  学生互教互学：让学生互相交流来答问和改进. 

5.  小组内外的讨论、对话、评论、辩论和审议方法. 

6.  思、学、练交织三步曲式的教学节奏. 

7.  正－反－正思考和写作. 

8.  学生即时反思和自我批评的考核.                                          

自然，有些方法已经被教师不同程度地运用在自己的教学中，研习班强调的是它们的认

真和配套的系统性实践性运用。比如将批判性阅读的内容和实践、课堂讨论、研究项目和考

核结合起来。 

研习班还特别指出，一个具有批判性思维特点的课程和教学需要一个具有批判性思维精

神和能力的教师才能完成。这样的教师需要有求真、公正、开放和反思的习性，不但言教还

要身教，做理性、公正、自我反思和开放的模范；抛弃在知识学术上的师道尊严；注重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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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主和多样化思考；创造舞台和环境让学生表现自己，并向理性、实践，开放的方向引

导；而且周密准备教学。这样的教师是三种角色的综合：(1) 苏格拉底: 能循循善诱激发和

引导思考深入、全面和严密.；(2) 探知活动的主持人:营造对话和合作的环境来创造多样思

想；(3) 教练：细心安排思、学、练、用结合。                                                           

研习班中对批判性思维的内容的教学和上面所叙的教学方法是整合同步进行的，即研习

班主持人在讲授批判性思维的内容时便采用了上述的教学方法进行演示，并给予说明。比如

用苏格拉底式问答法讨论理性概念等，用思、学、练交织三步曲式的教学法讲授推理的标准

等等。研习班参加者也自己实践这些教学方法，比如按需即时教学方法，学生互教互学，正

－反－正思考和写作，即时反思和自我批评的考核等。这样的效果比较好，许多教师说这是

第一次对一些方法得到真确的理解和掌握。 

研习班教师还被要求进行课前阅读，并在阅读中提问和评论。他们还按小组进行正－反

－正程式的批判性思维写作，运用所学技能分析GRE习题，最后当众做小组研究报告汇报，并

根据其他组的评论再对自己的报告和作业做反思性的自我评估，看看是否有修正的需要。这

些都在研习各种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和原则。 

    最后，作为作业的一部分，研习班教师按照20个题目选择性进行教学方法设计。这20个

题涵盖了教学中阅读，教学、讨论，写作，练习，考核的各方面。这不仅是研习班的一部分，

也是为了启动研习班后续工作，以保持学习效果，开始将学到的运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    

不过，我们注意到有少数几位来自理学院，工学院和艺术学院的老师缺课较多，据了解，

有的是在开始听了一两次后认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些而觉得没有必要参加，有的则是觉得在自

己专业中很少班用到批判性思维。这样的情况影响了一个小组在写作和分析任务上完成的质

量明显逊于其他4组。  

二  研习班的评估——研习班参与教师1 

从各种视角看，研习班是成功的。参加研习班的汕头大学教师展现了很高的专业素质和

对教育的热忱。在繁重的学期末的教学科研任务下，大多数至始至终参加了全部的内容。这

也部分是由于研习班本身的针对性强的原因所致。老师的普遍反映是‚收获良多‛，并希望以

后多有这样的培训。 

参加汕头大学批判思维研究班的老师们对本次研习班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研习班评估所有信息摘选自参加研习班老师们的课后评估及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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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习班的氛围及个人体会 

研习班中，教师与主持人之间和教师之间互动密切，讨论热烈，大家觉得学到不少新的

思想、方法和经验。研习班的教学材料也经常得到充实和修改。研习班的气氛可以用认真和

愉快来表达，各院系的教师们成为同学，产生许多乐趣和友谊。许丽芳老师对学习过程开放

性与自由性，不同专业领域的优秀人才同堂交流产生的思想火花，和重拾学习的快乐美好并

和大家建立同窗友谊等方面很赞赏。 

（二）研习班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案 

教师们对研习班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案的评价十分正面。许多老师都肯定作为一

个批判性思维者所应该具备的态度、特别是‚求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吴正茂老师指出，

教师要身体力行，做批判性思维的模范，将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切实贯彻于教学和科研中去，

以身作则，这是引领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最有说服力的方式。他还指出，在缺乏对话和交

流的学术环境下，对于自己的学术思考加强自我审议和‚自讼‛，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式。研

讨班提倡的批判性思维教师的三个角色‚苏格拉底‛‚主持人‛‚教练员‛也获得了教师们的

认同。承担美术学科的教学工作的温平老师肯定了批判性思维也适用于强调主观性和个体性

的人文学科，是丰富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达到教学目标的重要手段。 

研讨班在教学内容上达到了目的。这一点可从张立老师对批判性思维的全面理解看出：

批判性思维不是简单地挑错和否定，而是本着求真，理性的态度，通过合理，细致，充分的

论证，进行自我反思，提出新的思考，论证和解释推理，形成多视角地审视问题，多样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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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择地解决问题。 

在教学方法上，老师们觉得非常有借鉴价值的包括：苏格拉底的提问法；同伴互教互学；

合作学习；自我反思的考核；通过设计有意义的问题和设臵学生参与的机制，充分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寻找适例和反例，促使学生互教互学；

教师角色的多样化和教师心理的相应调整，等等。一些老师说他们有‚茅塞顿开‛、‚恍然大

悟‛的感觉，他们指出，有些方法虽然以前已经运用，但没有系统化，有的流于形式，运用

效果不佳，这次培训使他们认识到原来的设计和安排上的不足和问题，启发他们以批判性思

维的方式有意识地来运用它们。林晓娜老师等觉得研习班给他们带来终身受益的方法论指导，

‚恨不得马上把这些新的理念全部渗透到新的教学设计中。‛‚过去在教学过程中也尝试过多

样化的教学方式，但有很多时候在引导、提问、点拨、总结提升上总不尽人意，我想以后采

用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论来指导，一定能对此有所改善‛。 

一些老师们指出了研讨班不足的地方并有一些建议：练习还是不够；在具体事物、事件

的批判性思维综合运用中比较弱；应更多加入教学设计训练的内容；应设计一个让老师们分

享教学方法的环节等。另一个建议是；这次培训是很有效的，但为了同时完成补课、毕业论

文辅导、毕业答辩、期末作业辅导等重要工作，导致教师对课程的投入力度降低。所以建议

以后培训改在假期。 

（三）研讨班对推进教学改革的效果 

除开参加的教师的个人学习感受外，研讨班的效果还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他们的正

－反－正写作、分析习题写作及其汇报表现出的很高质量。大多数教师们十分准确完整地进

行GRE类型的论证的分析、表达和评价；他们的正－反－正论证也大多数很紧凑，严密和全面，

最后结业汇报上教师对各组作业的评论也很热烈中肯，这些表明他们对批判性思维技能和原

则的掌握程度令人高兴。 

研习班另一方面的效果是对教师的教学实践的推动。研讨班还没有结束，一些老师已经

开始把研习到的教学原则和方法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比如让持不同观点的学生就近两两

交流、交换意见的学生自教自学的方法，课尾小结环节等。巫连心老师说，培训还没结束，

我就在上课时，经常问学生‚上一次我们学了什么‛，在每次下课前，给学生复习一下‚今天

我们学了什么‛，让学生温故而知新，加深他们的印象。 

徐兰兰老师在参加培训期间就运用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给学生上课，已经看到了相当显

著的实践效果。她说，比如，我提供给学生几个学术调查发现的节选，让他们观察这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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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推理过程，然后问这些调查发现是否算是一个有效论证？结果发现，这比往常问他们

有什么意见或看法之类的提问方法，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回答兴趣。徐老师说她一直在进行参

与式教学改革实验，但学生的‚参与‛仍停留在被动、形式阶段，而用了激发学生参与积极

性的教学方法后，问题反而变成了如何控制学生说话，不超时了。 

徐晖老师也在研习班间将批判性教学原则用应用到广告效果课程中。他说，期末作业学

生需要研究‚网络效果评估体系的建设‛。我要求学生对每一个结论都要提供相应的数据和支

持，并说明前提，这种方法提高了学生的论证能力。 

通过‚毕业设计‛教学方法的练习，可以看到教师们正在努力实践学到的内容。比如刘

元根老师制作了尝试批判性教学的教案设计。他将提供一段证实的辩词，然后要求分组提问

和回答，顺序是首先问回答‚是什么‛。要求学生回答材料中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式是什么。

然后是回答‚怎么样‛。引导学生对材料中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式进行质疑。最后是回答‚为

什么‛。引导学生对材料中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式进行评价。李婉丽老师修改了她的案例研

究教案，原来的第一步是教师先讲授课程相关理论，并介绍关于该问题的不同见解，现在她

在此前加上先让学生预习该部分的内容，并了解例证（印度博帕尔事件）的具体信息，然后

在课堂上分为小组进行讨论并相互回答问题的步骤；然后才是教师先讲授课程相关理论，接

着还加上正－反－正论证的要求，以及其他练习考核的步骤。这样促使学生思考再思考，实

现最大限度对思维的训练。 

谌华玉老师为英语《论文写作》课程设计要求学生第3、6、9、13、16周分别提交1份质

量要求（难度和长度要求）逐步递增的论说文框架结构和最终成品（全文），培养学生熟悉标

准论说文形式，写作正－反－正论证和研究论文。肖亮荣老师的英语教案设计是让学生用图

尔明模式来构造和表达论证，并写成论证文。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反思的能力，王祎老

师设计了一个教学流程：首先让学生对一个商业问题分组建模，反思建模过程并思考他组的

过程，然后教师引入教科书中的‚理论模型‛引导学生对不同‚模型‛的对比思考，了解自

身的不足，最后尝试通过对模型的修改和整合建立更优的解决方案。 

吴正茂老师设计了一个运用审议方法的小组讨论和小组间辩论的课堂教学方案。张立老

师准备了一个实例或现实现象，要求学生分析并提出解释性假说，并对竞争性的假说进行比

较、辨别和综合。王英姿老师运用‚比萨斜塔‛的历史来介绍建筑地基基础设计中的地基应

力解除法的产生的社会、历史、知识和推理的情景、来源和过程。樊林君老师改进了所授《网

络新闻业务》课程的设计和考核标准。梁强、燕波、徐晖等老师将一个考题的内容用情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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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方式表达出来，要求学生分析、辨别。陈小红老师设计了运用学生自助教学法的方案。

杨玮枫老师试图通过苏格拉底提问教学法来激发工科学生的学习兴趣。高庆荣、杨华等老师

设计一个三步曲教学方案，让学生能自己从实例中分析关系、模式或规律，并伴有练习的安

排。教新闻的巫莲心老师要求学生分别想象不同角色来对分析、应对一个假象的事件的报道

任务。梁超老师设计运用苏格拉底提问教学法和审议法来要求学生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分析、

解答实例。魏楚亮老师设计一个课后额外的思考题，使学生扩展阅读，深入思考，用所学解

决新的问题。史永杰老师设计了正－反－正的批判性思维写作题。徐丽芳老师设计了提问、

讨论的方式的案例研究。赵无名老师尝试用多方面的批判性思维原则和教学方法来系统地设

计她的课程，并有很好的进展和感受。等等。 

总而言之，这些设计，展现了批判性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是这次研习班的可喜成果。 

当然，这些应用批判性教学法的实践还是初步和局部的，所以特别需要有后续的做法来

继续推动这些教师巩固、扩大、深入和系统地运用研习班的思想原则和方法，而不是作业作

完了学习就完成了。建议学校在一定时间后和这些教师联系，了解他们的想法，对有意愿将

课程进行系统的批判性思维构造的教师给与支持，扶植一些模范性的课程，鼓励一些教师在

自己院系开展批判性思维的讲座或讲习班（可以是按有兴趣的选题传授教学实践的体会），举

办校内教师教学方法交流，甚至最后举办教学观摩和竞赛。这样，汕头大学不仅提升了自己

的教学质量，也将在全国教学改革中树立了一批扎实、有效的带头模范，其意义远大。 

 

【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选登 

[编者按] 下面选登两位老师设计的一堂课或一个专题的教学的方案。教英语的肖亮荣老

师计划通过让学生学习图尔明的论证模型来改善他们的英语写作技巧，特别是论证文中构造

有力的论证的能力。肖老师首先讲解图尔明的论证模型，例子是根据玛丽的房间冒出烟的现

象来推理她的房间着了火的结论。推理所依据的规律，即保证性的前提，是“烟是有火的主

要征象”，而支撑这个规律的证据是火总是会产生烟的事实。图尔明的论证模型还要求我们考

虑对这个推理是否有反驳、例外或反例，而这里的一个反例是烟也可以是有化学反应产生，

所以烟并非只是来自火，因此这就要求在论证中考虑这个反例可能，对结论的确定程度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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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比如将结论表达为“玛丽的房间可能着了火”。然后肖老师让学生分组应用这个模

型来建造自己的论证，随后各组派代表来表达自己的论证并让其他学生评论。 

图尔明论证模型是一个方便的指导性工具，帮助我们来寻找需要的前提，它们的基础，

考虑反驳、反例，把结论调整在证据可支持的范围内。使用这个模型我们可以记住要去深挖

假设基础，考虑对立论证。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教这个论证模型可以有助于训练学生的全面深

入论证的能力。肖老师的做法值得其他英语老师的借鉴。我们觉得通过英语公共课来训练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写作能力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小组集体讨论学习和各组之间互评的学习方

法也是批判性思维推崇的主动、自主、刺激思考，锻炼表达能力的学习方法。 

汕头大学教法律的李婉丽老师在研习班后改变了她的一个议题的教学程序。原来她是先

讲授相关理论，介绍关于该问题的不同见解，然后要求学生课后去收集信息并讨论，将研究

论证和结论用PPT表达出来，最后她根据学生的PPT和演讲来评定成绩。现在她让学生先去自

学有关内容，并了解案例，接着到课堂上来分组讨论，以从中得出自己的思考、观点。在此

之后才是老师讲授相关理论和不同见解，然后要求学生考虑不同、对立的观点来充实、调整

自己的思考和论证，最后是用PPT来表达这样正－反－正格式的论证。 

李老师的新的教学程序揉合了批判性思维提倡的几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方

法；教学的三步曲模式（学生先自己分析、思考实例，形成认识，然后教师补充讲授，再让

学生加强练习）；集体讨论式学习方法，和正－反－正论证模式。正如李老师说的，这样的教

学程式调整着眼于刺激学生自主思考，能有意识地提高思维能力，学习包纳不同观点和论证

的全面深入的推理。李老师这样的教学程序，是很值得提倡的。 

注：下面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一堂英语课的教学方案 

汕头大学英语言中心 肖亮荣 

 

 Topic to teach: Toulmin’s Model of Argument 

 General goal: To improve students’ writing skill in English 

 Specific objective: To assist students with techniques for building a strong argument in an argumentative 

essay 

 Target students: Students at higher intermediate level of English proficiency 

 Duration of time: 50 minutes 

 Procedures: 

1. Warm-up Activity (5 minutes) 

 Ask students to comment on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Directions: Do you think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strong arguments? Why or  why not? 

A. Congress should ban animal research. 

B. Capital punishment should be abolished.  

C. Students should not use cell phones i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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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troduction to the topic (15 minutes) 

 Brief introduction to Toulmin’s Model of Argument 

 According to Stephen Toulmin (1958), good, realistic arguments typically consist of 6 parts: 

1) Data/Ground: Facts or evidence used to prove the argument 

2) Claim:   The conclusion of the argument 

3) Warrant:   The reasoning that authorizes the inferential leap from     

 the data to the claim 

4) Qualifier:  Degree of certainty with which the advocate makes the     claim 

5) Rebuttal:   Exceptions or limitations to the claim 

6) Backing:  Support for the warrant 

 

 

 

 

 

 

 

 

 

Among the six parts, the three essential parts are data, warrant and claim which are present in every 

argument. In other words, a person makes a claim, then gives data to support that claim, and backs the 

data with a warrant. For example: 

 

 

 

 

 

 

 

(Adapted from http://journals.iupui.edu/index.php/teachingwriting/article/view/821/810 ) 

3. Practice (Group work) (15 minutes) 

Directions: Work in a group of 3 to build a strong argument for ONE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using Toulmin’s 

Model of Argument.  

A. Congress should ban animal research. 

B. Capital punishment should be abolished.  

Data/Ground 

Rebuttal 

Qualifier Claim 

Warrant 

Backing 

Backing: Fires 

generally produce 

smoke. 

Data: Smoke is pouring 

from Mary’s bedroom. 

Claim: Mary’s 

bedroom is on fire. 

Warrant: Smoke is a 

primary sign of fire. 

Qualifier: 

So, 

chances 

are 

Rebuttal: Unless the smoke 

is a product of a chemical 

reaction. 

http://journals.iupui.edu/index.php/teachingwriting/article/view/82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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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tudents should not use cell phones in class. 

4. Group report and comment (15 minutes)  

 Ask the representative of each group to report their discussion by showing their diagram of the 

statement chosen, and then solicit comments from other students before the instructor makes his/her 

comments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5. Assignment 

Directions: Based on the group discussion, develop the statement chosen into a paragraph following Toulmin’s 

model of argument. 

 

 

二、一个法学议题的教学方案 

汕头大学教务处、 法学院   李婉丽 

我在从事《国际经济法学》课程的教学中，在其中一个内容是‚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包括：

自然人、法人、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其中在法人部分，重点讲授跨国公司，特别是跨国公

司的母公司对其子公司的债务责任。 

我们知道，跨国公司与一般国内公司不同，它是由位于两国或两国以上的实体组成的企

业，这些实体一般在法律上相互独立，各自为其所在国的法人，但在经济上却又相互联系着，

其中，母公司居于支配地位，子公司和其他附属公司居于从属地位，须服从母公司的中央管

理，按照母公司确定的全球战略和指示进行活动。因此，可以说跨国公司是由受母公司集中

控制的位于不同国家的法律下相互独立的诸实体构成的经济体。 这样，在关于跨国公司的责

任问题上，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各实体的法律责任与它们的经济联系相分离。尽管母

公司管理和控制着各子公司，根据其全球战略指示子公司为了整个集团的利益进行活动，把

子公司作为推行其商业政策的工具，有时甚至无视或损害某个子公司的利益。但是，根据法

人的有限责任原则，只能由各该子公司对其产生的债务负贵任，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即

使是由自己的指示或行为造成的，也不负任何责任。 

因此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到底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是应当按照有限原则，只按照其投资额

度承担有限责任，还是应当承担无限责任？该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争论，也存在着不同的

观点和立场。 

从印度博帕尔事件入手，要求学生通过信息的收集，思考问题并分析问题，并提出自己

的观点。 

在我过去讲授这部分内容时，采用的方法和程序如下： 

1、教师先讲授课程相关理论，并介绍关于该问题的不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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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然后布臵作业，由学生组成小组课后进行信息收集并讨论，形成一个小组的 PPT。 

3、最后是邀请小组演示其 PPT。 

4、对学生的表现评定成绩。 

通过参加批判性思维研习班的学习，我将对这部分的课程内容和程序做如下调整： 

1. 要求学生预习该部分的内容，并了解印度博帕尔事件的具体信息。 

2. 在课堂上分为小组进行讨论并相互回答问题。 

3. 教师在课堂讲授相关理论和观点。 

4. 要求学生进行正反正的论证 

5. 以小组为单位做 PPT演示 

6. 根据整个过程，对学生评定成绩。 

通过这样的调整，能更多的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调动他们的思维，特别是在教师讲

授之前，要学生去思考，学生的思维没有受到教师的引导和束缚，能产生闪亮的思想火花。 

教师讲授后，重新思考，可以让学生能看到自己的思维和其他同学的不同在哪里？和他

人的观点分歧在哪里？实现最大限度对思维的训练。 

 

【学术动态】 

 

 

[编者按] 2012年6月9日-10日，为期两天的《批判性思维》课程建设研讨会在华中科技

大学启明学院举行。来自汕头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开大学、贵州大学、北京印刷学院、

大连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外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师生就《批

判性思维》课程建设以及推广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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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选登《批判性思维》课程建设研讨会的 3 位老师的交流报告。贵州大学的肖琦老师

介绍了她是如何在笔译课程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

培养为主导的课程目标的。南开大学的李蜜老师分享了她开展批判性思维教学实践半年的心

得体会。华中科技大学徐敏老师以批判性思维教学经验为基础，提出谬误教学的 ID模型，并

举例说明如何应用。 

 

注重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翻译教学模式研究 

肖琦 

（本研究 2012年获贵州大学教务处立项资助） 

1 研究现状 

20世纪 90年代后期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批判性思维（以下缩写为 C.T.），目前有少

数高校作为逻辑学课程开设。但总体说来，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差强人意（余国

良 2010）。近 50多年中国翻译教学研究成果很多，总的说来，对传统翻译教学模式进行反思

和探讨新方法的文章很多，但是涉及到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较少。文军（2006）编的《中

国翻译教学五十年回眸》，收录论文、著作索引 931条，但其中主题词索引中涉及到思辨能力

的不多，代表性的有 2000 年香港翻译学会编的《翻译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其中区鉷提到翻

译教学的中心要从求同转向‚辨异‛，孙致礼提出应引导学生树立辩证的翻译观，罗选民指出

近 20年来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缺乏科学的体系、哲学的思辨和理论的可操作性）。2000年以

后关注思维和能力的研究多了一些，但明确提到要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仍不多，龚光明（2005）

在《翻译思维学》中论述了 9 种思维与翻译的关系，但是没有探讨在翻译教学中如何培养这

些思维能力。余国良（2010）提出了翻译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三种方法：错误

分析、案例教学以及数据驱动（语料库）。2011年‚批判性思维教学研讨会及教学观摩活动‛

在武汉举行，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批判性思维不应只是一门逻辑学课程，在各个专业领域的

教学中，都应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2011年 9月初步筹建‚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

究会 ‛。 

 

2 基于 C.T.能力的翻译教学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区别 

传统教学模式： 

注重的是翻译技能，采取‚技能讲解——练习——批改——订正‛的做法，有许多不足

之处：a.翻译技能是教师灌输给学生的，课堂上以教师讲解、学生听课为主要形式，被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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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造成学生知识‚消化不良‛；b.过分强调教师‚教‛的作用，忽视学生‚学‛的功能，难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激活其内部学习动机，更不用说培养创新意识和能力；c.过于强调

学生对翻译中增、减、分、合等微观‚翻译技巧‛的把握，忽视对整个翻译流程的宏观操控，

学生在翻译实践中仍不清楚何时、怎样运用所学技巧。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学生根据教程

上所提供的方法、技巧对一系列程序编排式的例句和翻译材料进行潜心模仿、练习，却发现

仍然无力应付教材范围外的较为复杂的题材。 

基于 C.T能力的翻译教学模式： 

是以学生为主体、以过程为重点的教学模式，注重引导学生对英汉语言进行对比分析，

在归纳差异的基础上寻找翻译对策，对自己译文做出反思和对他人译文进行批判性鉴赏，以

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来促进其语言能力和创造能力。目标：帮助学生学会 ‚主动思考‛，

提高思维能力，从而提高语言能力。 

 

3 基于 C.T.的翻译教学设计理念 

教学理念见下图： 

基于C.T的翻译教学理念

知其
然

创造出好的翻译：
用地道的译文准
确表达原语的意

义和功能

理解什么是“地道
的英文/ 中文”

理解英、汉语
言、文化特点

及异同

懂得如何创造出
好的译文

知其所以
然

知其如何
然

能够对他人译作进行客
观、中肯的评价；勤学
多练，并对自己的译文

进行反思和总结

在批判性鉴赏
和反思中提高

 

 

课程设计时考虑的四大层面： 

帮助学生学会主动思考、发挥学生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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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导学生进行英汉对比，主动构建对英汉语言和文化差异的系统性认识； 

2）引导学生进行发散思维：帮助学生从不同角度去翻译同一层意思、从不同视野去看待

某种翻译现象； 

3）引导学生采用公正合理的标准去对多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和批判性鉴赏； 

4）引导学生对自己的翻译进行反思和总结  

 

4 翻译课程中着重培养的批判性思维 

具体说来，要培养学生以下思维能力和态度（参照董毓 2011讲课内容）： 

1）求真、公正：对自己和他人译文进行评价，不是非要决出高低优劣，也不是挑刺，而

是公正地分析译文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原文语义和语用功能，以及在译入语中的可接受程度； 

2）理性：对译本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合理的评价标准和依据上； 

3）具体思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选择词义、搭配、句法结构等时，需要注意语境，

不仅是上下文，还包括文化历史背景等因素； 

例如，汉字‚车‛，可以翻译成许多英语版本，如 Car, Bus, Truck, Coach, Motor,  

Vehicle 等等，同样，‚船‛可以译为 Ship, Boat, Canoe, Raft, 等等，究竟应选择哪个词

去对应，还得看语境。在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中曾有这么一句话：‚为了进行真实细致的考察，

徐霞客很少乘车坐船，几乎全靠双脚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许多考生不假思索地将‚乘车坐

船‛译为‚took a car or a ship‛，殊不知 car的含义是‚a vehicle with four wheels and 

an engine‛，现代意义上的 car是在 19世纪晚期才诞生，离徐霞客所处的年代隔了 200余年；

至于 ship，虽然在口语中有些 native speaker也会和 boat混用，但二者在很多场合下是有

区别的，ship 更多的是指非人力驱动、用于航海的、体型更大的水上交通工具，而 boat 则

常指人力驱动、用于内陆水域、体型较小的船只。考虑到徐霞客所处年代的经济和科技发展，

此处的‚车‛和‚船‛用 carriage 和 boat更为恰当。 

4）深入思考：在比较和归纳英汉差异时，不能满足于‚英文怎样中文怎样‛的表层现

象，要进一步从认知角度去看‚为什么英文这样，为什么中文那样‛；同样，在对比分析不同

译本时，不能停留于‚译文 A比译文 B好‛，或者‚译文 A和 B都可以‛的阶段，应进一步思

考，A 和 B 各采取了怎样的翻译策略？如果 A比 B 好，又好在哪里？如果 AB 都可以，A 和 B

各体现了怎样的背景、视角和突显（我们借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译者的策略）？  

Eg. 得知夫人身体安康如常，我甚感欣慰。(邓颖超至宋庆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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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下列译文： 

A) Knowing that you’re healthy as usual, I’m very happy.  

B) I’m very happy to know that you’re healthy as usual. 

C) I’m very delighted to hear that you’re healthy as usual. 

D) It is a real comfort and delight to hear that you are healthy as usual. 

这里我们需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内容：1）英文的尾重原则；2）中英文的叙述顺序和信息

重心差异; 3）文体与措辞。原句措辞正式，而 A 句表达显然不够正式，且头重脚轻。从 A

句到 D句，其正式程度呈递增趋势。 

5）发散思维：经常自问：除了这个说法，还可以怎么翻译？除了从肯定的视角表达，还

能从否定的角度表达吗？对主语的选择，是用人称还是物称主语？各有什么好处？这句译文

使用了某个词的动词，是否还可以使用它的形容词或名词形式？其句式结构、前后搭配又需

要作出怎样的改变？等等。 

Eg. ‚我不知道‛ 只能译为 ‚I don’t know‛吗?略一细想，我们接触过的说法就可

列出一堆： 

A)I haven’t a clue. 

B)I have no idea. 

C)I know nothing about it. 

D)I’m (totally) ignorant of it. 

E)I’m in (complete) ignorance of it. 

想出尽可能多的版本，并弄清楚：哪些是可接受的？又各自适合运用于哪种场合？这一

过程便是批判性思维。上例中 A 至 E 句同样在正式程度上呈递增趋势，A 句通常仅用于口语

场合，而 E句如用于口语则会显得学究和酸腐气。 

6）反思性：要经常对自己的译文进行反思：译文反映了原文的语义和语用功能吗？句法

结构符合译入语的习惯吗？词语的内涵、搭配、文体、褒贬色彩等符合语境吗？在评价他人

译文时，也需要反思：我的观点全面吗？是不是从别的角度来看，译者的某种‚错误‛做法

就合理了呢？（如除了语言内部因素，是否还有语言外的因素在影响译者的策略？） 

翻译日志（translation journal）和便于更新的双语词汇库是翻译教学中较为有效的两

种反思和总结的途径（见 5.1.6）。 

7）建设性：在分析和归纳基础上建构自己对英汉差异的系统认识；在对自己和他人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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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批判‛中对什么是好译文、如何创造出好译文有更深刻的把握，为翻译中的创造性

奠定基础。 

 

5 课程宏观设计思路 

按本校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笔译》课程只开设一年，即第 5、6学期。基于有限的学

时和众多的内容，课题组制定了实施计划：第一学期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主动构建英汉差

异体系，帮助学生在语言对比的基础上讨论翻译策略；第二个学期，则着重做各种文体的翻

译，注重英汉平行文本的对比研究，在文体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翻译策略。 

5.1 第一学期的英汉语言差异专题讨论与练习 

1） 入门课：向学生介绍翻译的相关概念（定义、性质、评价标准等）和相关理论、批

判性思维的原则和方法，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分析方法，以及本课程将要涉及的

内容、将要采用的方法和预期达到的目的等。其中的许多概念和方法还需要在后续的教学中

不断重复。 

2）英汉对比分析：对每个专题，给出一些典型的中英文句子，组织学生讨论，分析、归

纳出表达差异，并进而讨论语言差异背后的认知差异；必要时教师给予提示、点评、补全。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差异有时只是一种倾向（出现频率相对高），而不是只能按这样的方式表

达。所以，必要时，组织学生讨论是否还有其他可接受的表达形式。 

3） 翻译策略讨论：在总结该专题英汉差异的基础上，给出一些新例子，大家讨论英汉

互译时该如何处理，教师同样做适当的点评。 

4）不同译本对比分析（分组讨论）：给出一些与专题相符的中英文句子或段落和几种不

同译文，要求学生进行对比分析，评价其是否是好的译文，为何好或不好？教师在组织中可

能需要重复译文的评价标准。然后各组代表发言（组员可以补充）、小组间争辩。教师需要帮

助学生理解什么是好译文，同时使之明白语言表述可以有多个视角，‚好的译文‛并非只有一

种。 

5）课后作业：给学生一些中英文句子或段落（与该专题相符），要求每个同学先独自翻

译，然后再小组讨论，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译文是否得当，原因何在；对于译文中较难的部分，

也要求他们群策群力，找到解决办法，商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译文。下次上课的时候，每

个组派代表作陈述。 

6）翻译日志和可更新的词汇库：对于每个专题，要求学生对课前、课堂、课后的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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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记录、总结和反思，包括：各学习任务中遇到何种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有何新发现？等等。要求学生将每次翻译中学到的新词汇、术语、名称、句型等进行分类整

理成电子词汇库。 

每个步骤都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1）给出例子（提前发给学生），引导学生发现英汉差异（主动归纳）； 

2）再给出若干例子，引导学生在英汉差异基础上，寻求翻译策略（深入思考）； 

3）对同一原文，要求学生寻找尽可能多的译文表达形式（发散思维）； 

4）引导学生对已经给出的多种译文（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进行对比、分析、评价（理

论联系实际、批判性鉴赏、反思和总结）； 

5）作业要求每个人先独立完成（独立思考），然后小组讨论每个人的译本（集体智慧），

下次课派代表做陈述，全班讨论、发问、辩论。  

注意事项 

1）在设计时，注重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让他们自己总结和归纳，而不是被动接受教师灌

输给他们的英汉差异知识和翻译策略 

2）尽量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为了提高学生参与度，一部分学习任务可以提前布臵： 

方式 1：要求学生阅读规定章节或指定的参考书目，每人至少提出一个问题；或阅读后，

完成教师设计的练习，并在规定时间之前发送到教师邮箱； 

方式 2：要求学生完成指定练习题目，每人带着一个版本参与小组讨论，下次上课时向

全班陈述讨论结果，并回答大家的问题； 

方式 3：要求学生参与教学材料的收集。例如，告诉学生一些标准和方法，要求学生收

集身边的标牌、公示语翻译，或要求学生收集某种文体的平行文本，在规定时间前发给教师，

教师从中选取典型的案例作为下次教学讨论用的部分材料。 

5.2 第二学期平行文本 (Cross-reading)对比分析 

对于某种文体，要求学生收集地道的英文表达多篇（从国外网站、报刊杂志、书籍等收

集），以及同一文体的中文表达多篇，对比二者在内容、格式、措辞、行文风格等方面的异同。

在此基础上探讨英汉互译策略。 

1） 入门课：向学生介绍本学期的教学任务、目的、方法、原则；示范如何利用图书馆

以及网络资源，去进行文献查阅及收集指定的某种文体的英文和中文文本；介绍平行文本对

比的方法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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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前布臵：让学生收集某种文体的平行文本并进行对比分析，收集该文体的中英常

用表达； 

3） 课堂讨论和分享：该文体的中文文本和英文文本的特点各是什么? 对于该文体（领

域）常用的中、英文常用表达有哪些？教师予以适当的点评和总结。 

4） 课堂练习：教师给出一些中、英短段落，要求学生当场练习、小组讨论、发言。 

5） 课后作业：a）当天的文体，给出一两个段落让学生课后翻译；b）布臵学生收集下

一种文体的平行文本并进行对比分析（先单独收集、再小组讨论），收集该文体的中英常用表

达，下次课来发言。 

6） 翻译日志和平行文本库：对于每种文体的平行文本，要求学生对课前、课堂、课后

的翻译学习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记录、总结和反思，包括：各学习任务中遇到何种问题?是如何

解决的？有何新发现？等等。要求学生将收集到的平行文本进行分类整理，为语料库建设打

基础。 

注意事项： 

1）关于译文评价标准 

涉及到具体文体时，需要跟学生解释译文评价标准的问题：这里译文与原文的‚对等‛，

常不再是词句层面的对等，而更注重翻译目的、文本功能、读者审美（文化）差异等，当然，

译文所提供的信息应忠实于原文，不能随意发挥、篡改或捏造。 

例 1: 化妆品广告： 

原文： 

AVON  

Perfect Day Moisture Cream 

      Nourishes skin with the moisture it needs for a softer, more healthy appearance. 

译文： 

雅芳保湿营养霜蕴含丰富营养成分和天然保湿因子，具滋养和保湿功效，为肌肤提供养

份和水分，令肌肤滋润亮泽、平滑柔软、保持健康的动人光彩。 

例 2：导游词 

原文：满树金花,芳香四溢的金桂；花白如雪,香气扑鼻的银桂；红里透黄,花味多浓的紫

砂桂；花色似银,季季有花的西季桂；竞相开放,争妍媲美。进入桂林公园，阵阵扑鼻而来。 

译文：The Park of Sweet Osmanthus is noted for its profusion of osmanthus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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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ers from these trees in different colors are in full bloom which pervade the whole 

garden with the fragrance of their blossoms.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广告和导游词的翻译并非字面的对等，表达上，英文更为平实，

而中文辞藻华丽，排比、渲染更多，这里更注重的是翻译目的----宣传，以及中英读者的审

美差异：‚中国之美，除了形象本身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对形象本身的理解，是按照一整套事

物与事物之间的符号方式组织联系起来的。（张法 1999）‛。汉语表达典雅、委婉含蓄、对仗

工整、节奏铿锵，充满诗情画意。而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更重客观理性，英语句式构架严谨、

思维缜密、注重逻辑、用词简介自然，忌重复累赘。 

2）关于百科知识 

要创造出好的译文，除了对中英语言有系统的掌握，还需要渊博的百科知识（包括文化

背景知识）。在两个学期的教学中，我们都会在具体的范例中不断地向学生强调这一认识。 

例：《走进黔西南》旅游宣传画册的篇首有这么一句话： 

‚斑驳嶙峋的奇石承载了造物的神奇历程，‘贵州龙’化石穿越了 2.4亿年时空，以精美

的生命纹理记载了远古的自然变迁。‛ 

有学生不假思索地将‚贵州龙‛翻译为‚Guizhou Dragon‛，也有学生稍微仔细一点，猜

想它既然是‚2.4 亿年前‛的某种动物的‚化石‛，那么一定是恐龙了，于是译为‚Guizhou 

Dinosaur‛。事实上，‚贵州龙‛当然不是 dragon，因为 dragon 是一种虚构的、会喷火的怪

物，而贵州龙是确实存在过的一种古生物；但贵州龙也不是 dinosaur：dinosaur这个词是由

英国古生物学家查理德〃欧文创造，取拉丁文‚deinos （恐怖的）+ Saurosc（蜥蜴或爬行

动物）‛混合而成，虽然他的初衷是指‚恐怖的爬行动物‛，但是沿用至今，已经变成了专指

生活在距今大约 2 亿 3500 万年至 6500 万年前的一类陆生哺乳爬行动物——恐龙，而贵州龙

是前中三叠纪的一种水生爬行动物，比恐龙出现得更早，可以说是恐龙的远亲。这里我们不

妨采用它的拉丁文 keichousaurus，‚keichou‛是‚贵州‛的音译，后面的词缀-saurus来源

于拉丁文 Saurosc，意为‚蜥蜴或爬行动物‛。 

为了帮助学生积累百科知识，我们要求学生平时多做拓展阅读，并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

经常有意识地分类整理；同时，在做翻译时，对于自己没有确切把握的东西，应态度严谨，

多方查证，方能减少谬误，不至贻笑大方。 

综述所述，基于 C.T.能力的翻译教学模式是‚激发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多思勤练‛三

步联奏。课程设计和教学的每个步骤，都需要设计者自身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同时也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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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从而真正帮助学生提高其双语的运用和转换能力，实现翻译课程

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Gardiner, Lion. Redesigning Higher Education: Producing Dramatic Gains in Student 

Learning. ASHE-ERIC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series, Volume 23-7. Jossey-Bass, Inc. 

Pub., John Wiley & Sons. Ins.1994. 

2. Gelder, Tim van.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Some Lessons from Cognitive Science. 

College Teaching, Vol. 45 / No.1. 2005. 

3. 董毓. 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 龚光明. 翻译思维学[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5. 欧阳利锋. 论译者的批判性思维[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 

6. 王寅. 认知语法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7.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8. 文军. 翻译课程模式研究— —以发展翻译能力为中心的方法[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9. 文军（主编），中国翻译教学五十年回眸：1951-2005中国翻译教学论文、论著索引[C]，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6. 

10. 余国良. 翻译教学中批判性思维培养模式的研究[J].外语学刊. 2010 

 

 

南开大学伯苓学院的英语教学改革实践的探索2
 

李蜜 

（南开大学） 

 

 近年来，对于批判性思维的介绍与推广在国内已呈日渐风行之势。然而，除了用‚为社

会的自我更新开展对社会的批判性思考‛是当今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并被列为国家政

策来证明批判性思维很重要之外，有志于批判性思维理论与教学研究的国内同业们可能更需

解答的是‚为什么于我有用‛和‚怎样做才能为我所用‛等问题。 

                                                        
2 天津市高教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对理科拔尖创新人才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探索”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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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英语老师，我的求学和从教经历均表明我绝不是一个权威的回答者，但身为一名关

心学生成长、肩负教育兴邦重任的知识分子，我却不惮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哪怕是可能有

失偏颇的看法。只因为一个民主健全的社会理应允许公民言论自由，并从这‚人人都有话说‛

的百家争鸣之中撷取智慧之光、文明之火。 

当前，中国的经济建设已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在一些国际事务上也开始发挥更大作用。

欣喜之余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光环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大胆开

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另一方面也伴随着资源过渡损耗、环境日

趋恶化；贫富差距悬殊、民众获惠较少；法制建设滞后、贪污腐败横行；信仰道德缺失、虚

假浮夸蔓延等严峻问题。打个比方，如果把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比作一列发动机强劲的东方

快车，在没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方向盘的情况下，它的前途将是十分危险的。而这里的方向盘

指的就是在各行各业、面对复杂多变的特殊形势能冷静观察、全面思考、理性决策、勇于实

践、不断反思、与时俱进的创新型领导人才。只有这样的社会精英大量涌现才有望避免再犯

以管窥天、邯郸学步、甚至竭泽而渔的错误。在我看来，良好的批判性思维素质教育无疑是

催生优秀领导人才的肥沃土壤。 

说到这有人可能会反驳，地球人都知道素质教育好，但‚民以食为天‛， 如果从事教育

的老师连基本工资都得不到保障，你凭什么要求人家饿着肚子、空着脑袋去搞‚批判性思维‛？

再者，中国十几亿人口，能够成为社会栋梁的人毕竟是少数，你又怎么去面对那余下大多数

人的就业需求、生存压力？为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探索一下教育的起源。比照教育的

‚社会实践起源论‛、‚科学教育起源论‛和‚民族文化起源论‛，我们不难发现教育本质上是

人类为了自身和群体的生存发展而进行的经验传递活动。也就是说，无论社会怎样进步，教

育的根本都在于教人明白生活的道理。可是，如果把‚生活的道理‛仅理解为有限的知识、

能力、技巧，而忽视人作为万物之灵、其思想具有向外、向深、向远拓展的渴望，以及‚天

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天性，我们的认识就出现了偏差。通俗点说，教育

是为了引导受教育者认识自我、自我修炼，这样才能真正弘扬人类本有的光明德性、使人弃

旧图新、最终达到完善的境界。 

让我们再回到起初的问题，当社会失去和谐、人间缺乏信任、生活充满艰辛的时候，高

谈思维素质教育是不是显得与现实差距太大、有‚擒龙之技‛的嫌疑？答案恰恰相反！如果

人人都懂得尊重事实、而不蒙昧无知；人人都知晓明辨是非、而不盲从偏信；人人都能够勇

于反省、而不肆意妄为；人人都追求公正合理、而不屈从于权势……我们的社会何愁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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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何愁不改善？生活何愁不安宁？所以，诚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所强调的，提升学生思维素质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接下来思考第二个问题：既然批判性思维教育有现实意义，那么对于广大从未经过专门

思维训练的一线教师来说，怎么做才能在教学中渗透思维训练、提升学生素质呢？--此问的

确值得探索。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当然，‚拿来

主义‛的前提一定是知己知彼，才能取长补短、日臻完善。依愚见，在批判性思维教育尚未

在教师中普及的现阶段，我们也许可尝试分几步走：第一、立足本学科教学、寻找教学目标

与批判性思维间的融合之处、设计教学内容；第二、弄清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技巧/精神/品性，

确立教学方法；第三、解放思想、大胆实践。让教师与学生在摸索中共同成长、在反思中不

断前进；结合众人智慧、开拓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思维素质提升之路。 

以我讲授的英语课为例，无疑，教学的本质是帮助学生掌握英语这一符号系统、交际手

段、文化载体和思维工具。然而，全国有近三千所高校，招收的生源不同、教学资源各异、

办学宗旨多种多样，要求所有大学的英语教学同时满足以上条件是不现实的。可学过英语的

人都知道，外语其实并不是在有限的课堂里‚教‛会的，而是在大量接触和反复使用中逐渐

‚习得‛的。在此过程中，语感的强弱同外语的掌握程度成正比。多元智力论的提出者哈佛

大学 Gardner 教授认为，内省、反省与反思能力是重要的自主能力，语感是反省语言运用情

况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不断完善自己的文章与口语。他的观点也证明语感的培养在大学英

语教学中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引导学生形成反思语言习得过程的习惯，就有可能提升他们的

英语水平和自主能力。并且，作为人文通识教育的课程之一，大学英语教学还兼具促使中英

两种语言和文化资源实行整合并促进学习者创造能力发展的丰富内涵。2007年，教育部公布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规定了‚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

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需要‛的教学目标。令人感叹的是，这一政策不仅与我国传统文

化中倡导研究‚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的‚经世致用‛观点十分吻合，而且同批判性思维者所

期待拥有的求真、公正、理智、开放、灵活等品质遥相呼应。总之，培养学生从多角度看待

问题、以开放灵活的态度寻找真相和公正理性的方式进行论证，审慎决策、合理行动、不断

反思……这些也当是我们大学英语教学的应有之义。 

关于批判性思维教育方法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在此我不想多做赘述。我的 

观点是，相对于知识与技能，品质和态度的培养在教学中可能更为关键。很难想象，在一个

缺乏自由与公义、不倡导诚实与正直、不鼓励多思与钻研的氛围中能形成‚怀疑，但不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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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开放，但不摇摆不定；分析，但不吹毛求疵；坚决，但不顽固不化；评价，但不恶意

臆断；有力，但不偏执自负‛等优良的思维品质。 

虽然由于自身的不足（如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还很有限、从事其教学实践的时间也很短），

我不能给出很令人信服的实证来说明批判性思维教学‚当如是‛。但要说教学中遇到的挫折，

我倒可以列举几个供读者参考。 

印象较深刻的是有一次学生问我，为什么我们不能象别的英语课堂一样学单词语法讲阅

读理解什么的，而要来分析评估一些跟英语没啥关系的时事热点？同学们的英语水平和思维

能力没那么高，而且还要参加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干嘛不专心教英语非要继续这对老师、学

生都压力山大的课程？坦率地讲，当时听了这话我心里挺委屈的。是啊，如果讲单词、分析

语法、点评阅读理解，我用得着每次课前花掉所有时间的三分之二来备这门新课吗？英语课

已有现成教案、轻松的教法，我丝毫犯不着费力去接触一个自己完全没有基础的领域！可是，

冷静思考后，我发现问题出自双方：就教师而言，我在没对学生的需求和基础有充分了解以

及对批判性思维教学有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就凭自己一厢情愿妄图实现跨越式教学，别说学

生不容易接受、就连我自己也感到十分吃力；另一方面，由于学生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英语课

的固定思维，所以一时间很难适应以‚跨文化交流、深度思考、合作学习‛为导向的新的教

学理念，产生疑惑或抵触情绪也很正常。之后，我详细向学生解释了我的教学计划，并调整

教学内容，增加更多学生喜闻乐见的英语视、音、读等材料，通过阅读、讲演和写作训练帮

助学生在提高语言的同时提升思维水平。 

还有一次是关于教学案例的故事。我选择了一个国外培训分析决策能力的案例--‚谁能

得到心脏移植手术的机会‛。它的大致内容是有一位器官捐献者去世后其家人捐赠了他的心

脏，而等候心脏移植手术的患者共有七位，他们的年龄、身份、病情、家境、工作、财力、

社会贡献等各不相同。要求学生模拟医生身份，通过各项调查、数据分析、推断，最终决定

谁是那名唯一的幸运者。在展示报告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小组都有很好的表现，只有一个小

组因种种缘故，来了一位同学汇报小组研究的结果。而他当时的态度和言辞都不很客气，直

接质疑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案例：让一群不相干的人来决定别人的生死，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当即就有别的学生站起来试图‚维护‛我当老师的尊严与这位同学辩论。我本打算解释一番，

但想着作为老师，我本来就是课堂话语权的掌控者，为什么还不能让学生发表他的观点哪怕

跟我意见不一致呢？要教批判性思维，教师自身就得展现出思想开明、乐于倾听不同声音的

姿态，不然岂不太言行不一了？所以我不仅肯定了这位同学观点的合理之处，还另外找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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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他‚人文主义‛观点的实例，说明‚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替人做主‛是中国的家长、老师

常犯的错误，我们应该尊重个人为自己做选择和决定的权力。事后经过了解，我才发现这位

同学当时正为自己‚选错专业‛而深感苦恼，有些埋怨目前这种缺乏自主权、不灵活的选专

业制度，也产生了对所谓‚更有经验‛的老师或家长的不信任。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我们都

从这位同学的质疑声中更进一步看清了自己的缺点，也明确了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回顾这半年来磕磕碰碰的教学实践，尽管过程中有艰辛也有失败，但我的思想比以前成

熟了，对提升思维的教学也有了更多感悟。实事求是地看，我的教学也有一两点可取之处：

一是十分注重营造一种友好、平等、不怕犯错的课堂环境，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观点（其

中也包括对老师的质疑），让他们从语言的交锋、智慧的碰撞中体味为什么要谦虚好学才能有

容乃大；二是给学生充分的信任与磨练，引导他们通过对有关事实、概念、政策、价值等问

题的仔细探究、热烈讨论、负责任的表决，对自身和周遭的问题进行既有理性又充满人文精

神的思索。爱与执着是使我与同学们从每一次锻炼中收获知识、感受进步、自我超越的强大

支柱。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送给自己，也给许许多多为批判性思维

在中国的推广辛勤工作的学者、老师们——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一条路。

让我们坚定信念、在这条新开辟的道路上勇敢前行吧！加油！ 

 

 

谬误教学的 ID 模型 

徐敏 (xuminlogic@126.com)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武汉 430074 

一、导言 

批判性思维中，好的论证指的的是广义的可靠论证，即前提能够很强地支持结论并且前

提可接受的论证。与此相对，谬误被看作是一种看似好的论证实则不可靠的论证方式，它们

大多至少满足如下两种特征中的一种：或者前提不可接受，或者前提不能很强地支持结论。

绝大多数谬误都是‚弱支持‛论证，少数谬误是‚伪前提‛论证。属于前者的，如‚以偏概

全‛、‚事后归因‛、‚不当类比‛、‚诉诸怜悯‛、‚诉诸公众‛。属于后者的，如‚非黑即白‛。

对批判性思维教育而言，谬误学习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Copi曾明确地指出，如果每一种

花招都有一个简短、明白、恰当的名字，使得一个人在使用这个花招的时候，马上就会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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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反驳，这将是一件大事情。的确，一旦一个谬误有了名字，就像立起一座警钟，警醒

人们不要犯这种错误。那么，批判性思维教学中，如何能富有成效地让同学们认识谬误、避

免谬误呢？ 

在教学中，我发现，若将谬误清单上的各种谬误直接讲解给学生，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

很多同学表示：通过这种方法学习，虽然学过了谬误，也知道了应该避免，但是，还是会经

常做出谬误。与此对照，若引导同学们自己去识别谬误，甚至发现新型谬误，效果则截然不

同。很多同学表示：通过这种方法学习，他们的印象会更深刻，基本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

若不小心犯了错，也马上会发现并为之感到羞愧。 

本文旨在探索如何富有成效地讲授谬误。文章第二部分将通过一个图式展示谬误教学的

ID模型。第三部分通过具体例子分析说明如何应用 ID模型识别旧谬误。第四部分通过具体

例子分析说明如何应用 ID模型发现新谬误。第五部分通过与传统谬误教学模式比较，说明

ID模型对批判性思维教育整体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二、谬误教学的ID模型 

 下面图式展示笔者在课堂上如何引导学生识别旧谬误、发现新谬误，下文将之称作谬误

教学的 ID 模型。I 对应英文‚Identify‛。D对应‚Discover‛。其中，左面的枝表示的是识

别旧谬误，右面的枝表示的是发现新谬误。下面我们会通过具体案例分析说明 ID模型运行。 

呈现论证材料（T ） 

 

分析论证结构（St） 

 

分析谬误（St） 

 

归谬（St） 

对照清单，明确名字（T）                     对照谬误清单发现空缺（T） 

 

命名仪式（St） 

图 1：谬误教学的 I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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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T‛表示‚教师独立完成‛；‚St‛表示‚在教师引导下学生完成‛。 

三、识别旧谬误——实例分析‚张世臣答记者问‛ 

第一步：呈现论证材料（T） 

归真堂的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面对记者问：有没有一种病不吃熊胆药物会死？中药

专 家 张 世 臣 做 出 惊 人 辩 护 ： 我 不 知 道， 不 吃 馒 头 会 死 的 人 有 吗 ？ （ 来 源 ：

http://news.163.com/12/0223/02/7QTQ9ONQ00011229.html） 

第二步：分析论证结构（St） 

引导学生寻找隐含假设和隐含结论：显然，张世尘知道，记者问的是，人是否应该继续

吃熊胆药物？吃熊胆药物到底对人类有多少好处？我们能不能避免吃熊胆？张世臣没有直接

回答问题。他的回答很惊人：不吃馒头人也不会死。根据语境不难判断隐含假设有两个：a.

不吃熊胆药物人们不会死；b.人们会选择（继续）吃馒头。他的隐含结论是：人们也应该继

续吃熊胆药物。 

张世臣的完整论证结构如下： 

(1)不吃馒头人不会死 

(2)不吃熊胆药物人不会死 

(3)人们会选择吃馒头 

所以，（4）人们应该选择吃熊胆药物 

第三步：分析谬误（St） 

引导学生分析案例所涉论证的不当之处。的确，不吃馒头人不会死（有其它食品充饥的

情况下），但是人们依然会选择（继续）吃馒头。然而，据此，能不能因为不吃熊胆药物不会

死人，便得出结论说：人们应该吃熊胆药物呢？不能。对是否应该吃熊胆药物这一议题而言，

关键不在于是否吃了不会死人，而是在于吃了之后会有什么积极效用，为实现这种效用有没

有可替换药品，吃熊胆药物的代价有多大。对这些张世臣却只字未提。 

简言之，引导学生认识到，该论证错误的根源在于：相似性实质不相关。 

第四步：归谬（St） 

引导学生通过思考类似结构论证的谬误强化对原论证错误的认识。将原有论证中结论中

的主题词换为其它的主题词，前提做类似处理，导出不可接受甚至荒谬的结论（我们会用■

表示不可接受或荒谬）。对这个例子而言，要求将前提和结论的‚熊胆药物‚进行相应替换。 

我们分两步操作完成： 

http://news.163.com/12/0223/02/7QTQ9ONQ000112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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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空位操作： 

(1)不吃馒头人不会死 

(2)不吃_X_人不会死 

(3)人们会选择吃馒头 

所以，（4）人们应该选择吃_X_ 

B.归谬操作（仅举一种填空结果）： 

(1)不吃馒头人不会死 

(2)不吃_张世臣_人不会死 

(3)人们会选择吃馒头 

所以，（4）人们应该选择吃_张世臣_■ 

简言之，引导学生认识到：如果张世臣为继续吃熊胆药物的论证是合理的，那么，我们

基于类似论证也可以得出结论，人们应该选择吃张世臣，因为不吃张世臣人也不会死。最终，

借此完成强化认识：原论证之所以构成谬误，是因为所给相似性实质不相关，即不吃不会死

不是去吃的好理由。 

第五步：对照清单，明确名字（T） 

教师明确：这种谬误已经在谬误清单中，叫做‚不当类比‛，它错在论证所涉及的相似性

与结论所涉议题并非实质相关。 

四、发现新谬误——实例分析‚百度文库发言人答记者问‛ 

第一步：呈现论证材料（T） 

百度发言人在回应公众质疑百度文库侵犯知识产权时，愤愤不平地说：‚把百度文库关了，

中国的盗版问题就解决了吗？！‛ 

（来源： http://star.news.sohu.com/s2010/quote038/?pvid=tc_news） 

第二步：分析论证结构（St） 

引导学生寻找隐含结论并明确论证结构。显然，这里的议题是百度文库是否应该关闭；

百度发言人认为，不该关闭百度文库；理由是纵使把百度文库关了，中国的盗版问题也解决

不了。 

百度发言人的论证结构如下： 

（1）纵使关闭百度文库，中国的盗版问题也解决不了 

所以，（2）不应该关闭百度文库 

http://star.news.sohu.com/s2010/quote038/?pvid=tc_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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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分析谬误（St） 

引导学生分析案例所涉论证的不当之处。初看起来，这个论证结论和理由有很大关联，

也似乎很有道理：既然关闭百度文库不能扭转中国的盗版问题局面，为何还要关闭呢？再想

到百度文库让许多网民足不出户学知识，就更加认为这是合理的了。真的如此吗？仔细想想，

这并不合理。虽然，关闭百度文库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盗版问题，但是，若不关闭百度文库，

中国盗版问题肯定解决不了，为了解决中国盗版问题，必须关闭百度文库。 

第四步：归谬（St） 

引导学生通过思考类似结构论证的谬误强化对原论证错误的认识：将原有论证中结论中

的主题词换为其它的主题词，前提做类似处理，通过导致的荒谬结论，让学生认识到原有论

证的不合理。对这个例子而言，则是将前提和结论的‚关闭百度文库‚进行相应替换，并对

‚中国的盗版问题‛进行相应替换。我们分两步操作完成： 

A. 空位操作： 

（1）纵使__X__，__Y__也解决不了 

所以，（2）不应该__X__ 

B. 归谬操作 

课堂上，学生自主想到的答案大致如下。许宗衡说：‚把我抓了，中国的腐败问题就解决

了吗？！‛强盗说：‚把我杀了，世上就太平了吗？！‛他们一样还不是被抓了。不把百度文库

关了，中国的盗版问题就肯定没解决。（注: 许宗衡：原深圳市市长，2011 年 5 月因贪污被

判死缓。）两次归谬结构整理如下。 

归谬 1： 

（1）纵使_抓了许宗衡_，_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_也解决不了 

所以，（2）不应该_住许宗衡_■ 

归谬 2： 

（1）纵使_杀了这个强盗_，_中国不太平局面_也解决不了 

所以，（2）不应该_杀这个强盗_■ 

第五步：对照谬误清单（T） 

教师明确：这种谬误并不在谬误清单中，大家可尝试为之命名。命名仪式将带来关于该

类谬误的新知识。 

第六步：命名（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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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现在已有教科书提到的谬误清单中，并没有我们识别出的这类谬误，我们便有了

‚冠名权‛。经过比较原有论证以及归谬 1和归谬 2，引导学生去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虽然

执行 X 会导致 Y 的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并不能彻底改变，并据此得出结论，不该执行 X。换

言之，因为执行 X并不能达到完美结果 Y，据此得出结论，不该执行 X。引导学生用简短的词

汇来命名这种谬误。我们在课堂上将之命名为‚诉诸完美谬误‛。 

五、ID模型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比较及其启示 

传统的谬误教学往往采用两步法：（1）给出谬误模式（2）举例说明。我们通过下面表格

反映 ID模型与传统模式的差异： 

 传统模式 ID模式 

[1]参与主体 教师 教师+学生 

[2]中心主体 教师 学生 

[3]向度数 单向度 二向度 

[4]学生状态 被动 主动 

[5] 认知价值 灌输知识 呈现、生成知识 

[6]环节 两个 5/6个 

表格 1：传统谬误教学模式与 ID模式对比 

 

 谬误教学的 ID 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更加注重：（1）学生的参与；（2）以学生为中心；

（3）师生互动；（4）学生的主动；（5）知识的呈现和生成；（6）环节的丰富性。谬误教学是

批判性思维教学的有机环节之一。ID模式富有成效，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ID模式对批判性

思维教学的其它环节具有借鉴意义，注重以上六个方面的批判性思维教育将更加富有成效。 

参考文献： 

[1]董毓：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韦恩.C.布斯等，研究是一门艺术，陈美霞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3]M N.布朗，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赵玉芳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4]D N. Walton, Informal Log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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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加盟】 

现诚邀有志于从事批判性思维课程研究与建设的同仁加入“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会”，

也欢迎大家向研究会筹备会推荐会员，为研究会的建设建言献策。请愿意参加或推荐他人参

加者填写“《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会(筹)入会意向表”并寄至筹委会邮箱： 

ppxswyjh@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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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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