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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   

批判性思维教学经验交流之二：构建性批判性思维课程设计 

仲海霞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一、两种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 

按照传统的对于批判性思维的理解，其目的是辨别给定陈述的可信性，评价他人的论证的有效性。

这种思路被称为“反应性批判性思维(reactive critical thinking)”，它着重强调评价既有论证的

“有效性(validity)”与“健全性(soundness)”。按照对于“论证”的不同理解，这种批判性思维

的教学进一步又可以有两个侧重点：形式逻辑(formal logic)与非形式逻辑(informal logic)。侧重

于形式逻辑的课程，会将大部分时间来讲解演绎推理的有效形式（命题逻辑、谓词逻辑的一些基础知

识、测试三段论的有效性的方法如韦恩图等）和一般的归纳推理（取样及概括、对于因果性的分析、

数据统计等等）。很多批判性思维的教材都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批判

性思维课与逻辑导论课没有多大区别的原因所在。 

侧重非形式逻辑的批判性思维课程，除了讲解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之外，还会更加侧重于分析

“论证形式(argument form)”之外的一些影响论证的因素。比如：修辞的作用、对于语言的适当与

不适当的使用（模棱两可、双关等等），一些常见的非形式化的谬误（比如稻草人(Straw man)、人

身攻击(ad hominem)等等）。在侧重于非形式逻辑的课程中，广告、政治演说、媒体宣传等等都可以

作为教学的素材。这使得此类课程显得更贴近生活、更容易被应用到生活中去。 

与上述两种侧重于分析给定论证的“反应性批判性思维”相对照的是“构建性批判性思维

(constructive critical thinking)”。在这一思路下，我们对“批判性思维”采取更为宽泛的理解：

其目的是决定应该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这样，我们的目标就不仅仅是评价别人的陈述或论证，而是要

自己搜集证据，在此基础上决定什么是可信的，同时为自己的立场进行有效的辩护。以此为目标的课

程将包括更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辨别什么样的信息来源是可靠的、对问题的背景做深入的调查、对替

代性的方案或理论给予充分的考察、权衡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以做出合理的判断等等。 

在实际的教学中，采取上述两种理解中的哪一种，需要因时因地制宜。比如，如果授课对象主要

是哲学系的本科生，那么或许应该加大形式逻辑的部分（尤其是当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学分可以替代逻

辑导论课程的学分的时候）。然而，如果是作为面向全校本科生的一般性的通识教育课程，在我看来

或许“构建性批判性思维”这一概念更为可取一些。这是因为，如果学生能够自己构建出好的论证，

那么这意味着他们也能够对一个给定论证的优劣做出评判，然而反之却并不亦然。 

二、构建性批判性思维的课程设计 

1. 教材选择 

就已有的英文类批判性思维教材来说，Bailin 和 Battersby合著的 Reason in the Balance 是

一本相当不错的按照构建性的思路写就的教材。此外，Groarke 和 Tindale 合写的 Good Reasoning 

Matters! 其副标题为“A 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Critical Thinking”，或许也可以作为一个

选择。只不过在我看来这本书对于“构建性”的强调仍然不够突出，而且总体上各个部分之间显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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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立和零散，没有进行很好的统合。从我们的教学实践看来，学生也是对 Reason in the Balance

这本书的反应更为正面一些。 

不过，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用中文写就的教材或许会比英文或翻译自英文的教材更加合适一些。

只不过，我对于现有的中文批判性思维教材的了解还不够充分，所以不敢妄加评判。 

2. 课程设计 

 接下来，我就对构建性批判性思维的课程设计谈一些自己粗略的想法。一般来说，这门课程

的教学包含以下几个环节： 

2.1 大班讲授 

一般是每周两个小时，一学期 12周（国内的学期可能要长一些）。大课的形式一般是老师首先

梳理一下重要的知识点，然后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回答（多数为选择题或是非题），从而可以随堂检

验学生的理解程度。我们采用了一种课堂互动系统，可以使学生当堂回答问题，这样老师可以根据答

案的正确率进行有针对性的讨论。只不过，上一次我们将学生的答案记入了他们的平时成绩（占总分

的 20%），而我们所使用的课堂互动系统又有一些技术问题，结果导致计分不够准确，学生抱怨很多。

这一实践让我们认识到，虽然课堂互动系统可以增加师生间的交流，让老师及时得到反馈，但是最好

不要把它记入平时成绩。一个更好的方案是给它少量的附加分（比如 5%），这样既鼓励学生多回答

问题，又不会因为偶尔出现的技术问题导致学生大规模的抱怨。 

从我的教学实践来看，我觉得对随堂问题的设计是很关键的。我们一般都是设计选择题，然而这

有一个两难。问题太简单、答案非常清楚的那种，学生会觉得没有挑战性。而如果是稍微增加些难度，

答案往往就会变得有争议性。因为这一课程的问题不像逻辑课上的问题那样答案明确、非黑即白。往

往，它需要任课老师对问题所包含背景信息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同时也需要准确地在题干中提炼出与

知识点相关的信息，撇去干扰信息。这种问题的设计对于任课老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就曾有一节

课上就一个问题与学生产生了不同意见。后来当我课后更进一步阅读题干中涉及到的文章时，不得不

承认我对题干中的信息的理解并不够充分。当课堂上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课程进度无疑要受到影响。

更严重的是，它将搅混学生对有关概念的理解，让他们无所适从。所以在设计题目的时候要尤其注意。

后面我还会对选择题的设计做进一步的说明。 

2.2 小班讨论 

在 2011 年以前，我所在的 McMaster 大学的批判性思维课程是不配小班课(tutorial)的。最近一

两年，由于教学的需要，我们增设了小班课（一个班不超过 20 人，每周一次，每次 50 分钟。由助教

负责引导讨论、批改和讲解作业等）。这样就给课程设计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比如，对学生的评价

方式可以不仅限于选择题，我们还可以引入写作的环节，而这对于构建性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是相当重

要的。同时，我们布置的家庭作业中还可以包括开放性的讨论，这样有助于学生学会倾听不同的观点，

从而对一个问题有全面的考量。 

现在在我看来，小班课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的话，除非大班课的人数控制在 30人左右，在

动辄两三百人的大课上老师是很难有效地完成这种构建性的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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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写作 

写作现在成为了我们课程设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配合着 Reason in the Balance 这本书

的思路，我们把写作训练分为四步：（1）界定问题；（2）正面的论证；（3）可能的反对观点及其

理由，以及如何回应；（4）在以上三步的基础上写就一篇小论文。 

我发现这种写作训练对于学生是很重要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尤其是来自理工科院系的）甚至是

第一次写作论述性的文章，从而会暴露出种种问题。比如，上述第一步“界定问题”是往往容易被学

生所忽视然而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学生的文章选题大而无当，远远超过文章既定

篇幅所能够处理的范围。又有些文章，对关键概念不做必要的澄清，对问题背景也缺乏必要的梳理，

上来就各种概念搅成一锅粥。这些都并非有效地讨论问题的方式。所以，通过必要的训练，让学生对

如何写一篇论述性的文章形成清晰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这种写作的选题，我们一般是让学生投票选出他们最感兴趣的三个话题。它们一般是社会热

点问题，也是非常富有争议性的话题。这样正反各方观点都有相应的理由支持，而学生需要在这些错

综复杂的信息中理出问题的头绪、充分考察各方论述，最终选择一个立场并捍卫它。这一过程充分体

现了我们对于“构建性”这一概念的理解：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与观点中决定应该相信什么和做什么。

同时，这种写作跟社会现实以及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有助于衔接课上所学与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2.4 小测验、期中和期末考试 

小测验是在每周上课之前由学生在网上完成（这依赖学校的教学系统相关功能的开发），一般是

关于即将要讲授的基础知识的理解，以选择题和是非题为主。这样，在每次上课之前，老师就可以看

到错误率的分布，从而有针对性的讲解。对于错误率较高的问题，可以在课堂上做进一步的讨论。 

期中、期末考试以选择题为主。正如前面提到的，这种选择题的设计对于任课老师是一个很大的

挑战。我们通常是就一个知识点出好几个选择题，然后让助教们回答。很多时候助教们会给出截然不

同的答案，这样的问题就只能弃而不用。只有那些具有一定难度、助教们和老师的答案又能达成一致

的问题才可以采用。下面，我给出 3 个例子，分别是因为答案太过明显而未被采用、答案有争议而未

被采用、以及一个最终被采用的好的选择题。 

Flag burning is, or can be, a form of political protest. Verbal political protest is protected and allowed as 

free speech. Free speech can be nonverbal, as is the case with dance. So flag burning, as a nonverbal form of 

political protest, should be allowed and protected as free speech.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ost accurately describes the flaw in the above argument? 

If flag burning is allowed, then what‟s next? Assaulting the police should also be allowed? Treason 

should also be allowed? 

How can you say that flag burning should be allowed? It is treason to say so! 

I think we need to define the word „speech‟ carefully before we can make any conclusion about this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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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sound like a fire-eating radical! 

上面这个问题是要测试“论证中的常见谬误”这一知识点，然而它的答案太过明显（C），因为

其他的选项要么带有太强的感情色彩（B, D），要么回应本身也包含谬误（A），难度显得太低，达

不到测试的效果。 

Which claim(s) is (are) not testable? 

The last surviving dinosaur was a triceratops. 

The earth was once visited by aliens who left no trace of their visit. 

All human actions are motivated by unconscious sexual desires. I.e. If these desires are not apparent and 

are not admitted by people, that is just because they are repressed. 

I and II only 

I and III only 

II and III only 

I, II and III 

Neither I nor II nor III 

上面这个问题是要测试与科学领域中的批判性思维相关的 “testable”这个概念。我意向的答

案是 C，然而助教们很多倾向于选择 D。对于带来争议的断言（I），我不确定它是否会让学生觉得需

要特定领域的背景知识才能做出判断，所以这题最终弃而不用。 

If we adopt moral objectivism (according to which there are objective moral truths), then it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ethnocentrism. This is because, people may think their culture is superior to other cultures 

and they may use moral objectivism to oppress less powerful cultures. But we know that ethnocentrism is a 

great danger. Thus, we should conclude that cultural relativism is right.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oes NOT point out a weakness in the argument above? 

If you think cultural relativism is right, then you cannot consistently say that ethnocentrism is wrong.  

If you consider all the three aspects: i) the moral quality of the act, ii) our duties or responsibilities, and 

iii)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act, then it is clear that ethnocentrism is wrong. 

Moral objectivism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ethnocentrism. Believing that one‟s culture is superior to 

others‟ does not make it objectively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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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if moral objectivism may be misused by someone, this does not automatically show that cultural 

relativism is right. 

上面这一题是要测试伦理领域的批判性思维中的“道德相对主义”。这是我相当满意的一个问

题，其正确答案既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同时也是确定的。究竟应该选择哪个，就留待各位读者去思考

吧。 

选择题的设计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一个难点。我很希望能就这一问题跟各位老师进行交流。或者，

如果大家有其他更好的检测和评价批判性思维的方法，希望能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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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国内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研究渊源、嬗变及反思1 

李美霞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北京，100024） 

1. 前言 

思辨能力，是英语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的对译。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的字面意思

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文秋芳认为译成“批判性思维能力”易被曲解，不能完整准确表达原义，将

其译成“高层次思维能力”，后来她认为译成“思辨能力”更为合适（文秋芳， 2008；文秋芳，王

建卿等，2009）。“Critical (批判性)”源自希腊文 kritikos，意思为辨别力，洞察力，判断力，

还有敏锐、精明的意思，kritikos 又源自动词 krinein，意思是决断。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和

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简单地说，批判性思维能力，即思辨能

力，是指一种对事物或活动做出分析、推理、判断的抽象的、高级思维能力。 

思辨能力的培养在当代高等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思辨能力的培养发展直

接影响着学生的创造力、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近些年来，国内不少外语界专家学者们纷纷对

                                                 
1本研究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1 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高校英语专业技能课程与思辨能力培养研究”（课题批
准号 GPA115057）部分成果 

2 李美霞，女，汉族，陕西咸阳人，博士，博士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义学，

语料库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及外语教育。通讯地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邮政编码：100024 

联系方式：（010）65742856 （H）, 15011516024 (M)   lmx595@yahoo.com.cn；      lmx595@sohu.com 

mailto:lmx595@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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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尤其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思辨能力的培养发展表示出极大的担忧，并掀起了一股研究英语（或外

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的热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思辨能力欠缺这一问题似乎依然困扰着

当今外语界。那么，在思辨能力研究方面，英语（或外语）界做了哪些工作？还有哪些问题需要研究

者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去解决呢？本文在讨论了国内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研究起源的基础上，基

于数据考察了国内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的研究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为进

一步深入、系统、全面地研究思辨能力打好基础。 

2.国内英语专业思辨能力研究渊源 

国内英语专业思辨能力研究是在西方和国内其他学科思辨能力研究的热潮中孕育并诞生的。 

在西方，有关思辨能力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可以追溯至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苏格拉底。苏

格拉底发明了一种问答法，即通过不断地问答，使对问题的讨论从具体事例出发逐步深入，从而获取

正确的知识。在近现代，西方在思辨能力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了大量的学术论

文和著作。早在 19 世纪初，被公认为“现代思辨能力传统”之父的约翰·杜威就提出了 “反省性思

维（reflective thinking）” 和“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他把反省性思维看成是一

种解决问题策略的科学方法。把“批判性思维”看成是“解决某种问题时个人所作的判断”（1982）。

继杜威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学者对思辨能力展开了大规模研究，思辨能力的研究得到了蓬勃

发展，逐渐演变成一种思辨运动（critical thinking movement）。运动的领袖们倡导大的教育改革。

他们（如 Ennis, 1962, 1981, 1986; Passmore, 1967; Schievella, 1958; Sheffler, 1973; Lipman, 

1977; Siegel, 1980, 1988; Gardner, 1983; Arons, 1983; Beyer, 1985; Costa, 1985; Quellmaiz, 

1985, 1985; Scriven, 1985; Sternberg, 1985; Ruggiero, 1938; Paul, 1988(a) & (b) 等，摘自

Facione, 1990:4） 提出教育学生成为具有思辨能力的思想者对于学生本人和社会都至关重要。20

世纪 80 年代思辨运动在美国得到了强劲的发展。在中小学，教师修改教学计划以加入思辨能力。在

大学，由于相关学术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的发表引起了大学层次思辨能力课程的设置，思辨能力成为

大学普遍教育的必要成分。几年中，思辨能力教材的出版以及教师培训项目的实施已经成为增长性产

业。思辨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产生了非常有影响力的两个理论模型：（1）“德尔菲”项目组（The 

Delphi Project）(APA 1990) 的双维结构模型；（2）美国思辨中心的 Richard Paul 和思辨基金委

员会的 Linder Elder（2006）的三元结构模型。在英国学校体系中，思辨能力是 16 到 18 岁孩子所

选的 A 级课程。在英国许多大学入学考试，除了 A级考试外，还包括思辨能力考查。可以说，西方学

者对思辨能力的研究已经非常系统化，从早期的概念界定、内涵和性质的探讨到思辨能力维度的细致

划分，再到测量工具的制定及对其信度和效度的研究、影响思辨能力的因素和培养途径及其与各学科

的关系等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中国，思辨的思想古已有之，《礼记·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

之。”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西方，尤其是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传入了

中国， 1986 年，章少红在《世界知识》杂志上首次介绍了风行于美国的新教育法——批判性思维。

在该文章中，她讨论了美国批判性思维教育方法产生的背景及其风行的原因。这篇文章的发表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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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能力研究的先河。1987 年 1 月，黄志勇在题为《从批判性思维说起——谈创造性人才的培养》

一文中阐释了批判性思维和普通思维的关系，具有批判性思维创新人才应伴有的心理品质以及如何培

养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创新性人才。同年，叶仁敏摘译并发表了美国《天才儿童通讯》上的一篇题为《培

养儿童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文章。这些说明，在 20 世纪 80年代“思辨能力”概念传入中

国后，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思辨能力与创造性人才（包括儿童）的培养问题。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思辨能力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很多教育教学（如丁淑荣，1995），心理学（如刘

儒德，1996,2000；罗清旭，2000,2001, 2002），逻辑学（如谷振诣，2000），哲学（何云峰, 2000）

等领域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出发撰写文章，剖析思辨能力（批判性思维）

的内涵，厘清思辨能力与智力、信息以及逻辑思维的关系，阐述思辨能力培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提出培养思辨能力的模式、路径和方法。这些研究开阔了国内研究者的视野，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

基础。 

随着国内外思辨能力研究的蓬勃开展，国内英语学界也开始关注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问题，

1998 年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黄源深发表“思辨缺席症”一文，从此拉开了英语学界思辨能力研

究的序幕。 

3.国内英语专业思辨能力研究现状 

1998 年黄源深尖锐地指出我国外语专业大学生容易患“思辨缺席症”，主要体现在逻辑思维能力

差，缺乏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思考与辨析能力。何其莘等（1999:26）在《关于外语专业本科

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也指出：“在语言技能训练中强调模仿记忆，而忽略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创

新能力、分析问题和独立提出见解能力的培养。”针对这种情况，由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英语组修订编写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为《大纲》）（2000）明确指出“加

强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专业课程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

多角度分析问题等多种思维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难题等创新能力。在教学中要正确处理语言技能

训练和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两者不可偏废。”近些年来，以文秋芳为代表的英语学界人

士也开始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式对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针对性研究（文秋芳，

周燕, 2006；文秋芳，王建卿等, 2009；文秋芳，赵彩然等, 2010；彭青龙, 2000；李莉文, 2010；

韩少杰，易炎, 2009；韩少杰，王小英, 2009；刘艳萍, 2009；等），推动了英语学界思辨能力研究

的进一步发展，使思辨能力的研究成为了英语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那么，十余年来，英语专业学生

思辨能力的研究现状到底怎样？下面将从发表论文的数量、立项情况以及研究的内容三方面回答这一

问题。 

3.1 相关论文数量调查  

本研究用“批判性思维/思辨/思维/英语专业”作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 CNKI) 全文数据库进

行检索，检索范围为 1998-2011年间在 CNKI 上发表的所有相关论文, 经过筛选，得出论文数量共 94

篇。这 94 篇论文的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1998-2011CNKI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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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年）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论文数量（篇） 1 2 2 1 5 2 2 
发表时间（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论文数量（篇） 2 6 4  7 8 24 28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相关论文的分布情况以及研究走向，我们制作了如图 1所示的曲线图。 

图 1  1998-2011年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研究的相关文章分布情况 

图 1 说明从 1998-2007年十年间，思辨能力的研究并没有引起英语学界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研究

成果较少，研究进展不大。从 2008 年开始，发表的论文数量逐年呈现递增趋势，2008-2011 年论文

的数量共计 67 篇，占了 14年总数目的 71%。由此可见，如何培养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已经引起

了国内英语学界的重视，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正逐步进入活跃期。 

3.2 相关立项数量调查 

本研究统计了 1998-2011 年间国内三大基金项目中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研究的立项情况（见

表 2，图 2）。 

表 2：1998-2011年相关项目数量图表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全国教
育科学
规划项
目 

0 0 0 0 0 0 0 

教育部
人文社
科项目 

0 0 0 0 0 0 0 

国家社
科基金
项目 

0 0 0 0 0 0 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全国教
育科学
规划项
目 

0 0 0 0 0 0 4 

教育部
人文社
科项目 

0 0 0 0 0 1 2 

国家社
科基金
项目 

0 0 0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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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8-2011年相关项目分布情况 

表 2、图 2 显示，2008 年之前，关于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研究的立项根本没有，2008 年之

后，该研究的立项才陆续出现，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这种趋势与相关论文研究的发展趋势基本相

吻合。 

3.3 研究内容 

根据数据分析，发现英语专业思辨能力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六方面的内容： 

1）“思辨缺席”原因的探寻 

自从 1998 年黄源深在“思辨缺席”一文中指出学外语出身的人易患“思辨缺席症”以来，英语

学界一大批学者（胡文仲，高一虹,1997 : 前言 iv；陆谷孙,1999，高一虹,1999，彭青龙,2000；卢

水林, 2007；等)撰文剖析外语专业或英语专业学生“思辨缺席”的原因。这些原因概括起来分为四

个方面：（1）传统思维模式及教育理念的制约；（2）外语教学目标认定有误导，教学方法不当，课程

设置不合理；（3）教师水平、能力及敬业精神欠缺；（4）学生功利思想作祟。这些原因的剖析实际上

是英语（或外语）学界力图想诊断出英语专业，乃至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缺失病症的根源。只有找

到了病源，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然而，这些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

哪些原因是主要原因，哪些原因是次要原因？这些还缺乏实证性的研究。 

2）“思辨缺席”解决方案的提出 

针对“思辨缺席”，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黄源深（1998：1）提出：“必须充分

意识到这种病症的存在，有必要适当调整课程设置，改革外语教学方法，改进学习方法。”时隔10年

之后，他（2011:14-16）将方案做了修改，提出教学转型，课程改革，教学方法改革和测试方式改革。

还有师资、教材和参考书等问题的解决。何其莘等（1999:26-28）提出的外语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基

本思路也可以看成是解决“思辨缺席”的一种方案。这种方案包括：转变思想观念，培养复合型人才，

改革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加强教材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高一虹（1999：9）

认为，“关键不是方法，而是人；不是步骤，而是意识；不是‘术’而是‘道’”。文秋芳、周燕（2006：

76-80）提出：“压缩以英语技能为主的教学实践，加强汉语课程的思维训练，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

会实践。”李莉文（2010:68-73）建议“压缩英语技能课程的课时，调整英语技能课程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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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英语技能课程的教学方法”。孙有中（2011：49-58）提出：“以培养思辨能力为导向，全面推

进课堂教学、教材编写、测试评价、师资发展等方面的探索和创新„„”。胡郑辉（2011:303-308）

针对“思辨缺席症”的痼疾，指出“要提高疗效，必须修改大纲，改革教学方法以及师资培训三管齐

下，尤其要重视如何利用英语专业课程培养学生的思维基本功以及如何提高教师的思辨能力。只有这

样才能‘药’到病除。” 

这些方案仅是众多方案中的代表。限于篇幅，其他的就不一一而论了。这些方案理论上很全面、

很系统。但是，操作起来有多大的可行性？哪一条当下可以办到？哪一条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完成？

在距离理想方案实施的这段时间里，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如何培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思。 

3) “思辨缺席”实证研究 

黄源深“思辨缺席”一文的发表引起了英语学界对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培养问题的热烈讨论。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薄弱，思维缺乏深度和广度。可是，这种结论并不是建立

在真正的实证研究基础上，而是根据研究者们以往的教学经验得出的。这种经验式结论的可信度往往

易于引起人们的质疑。文秋芳、刘润清（2006）率先用实证性方法对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行

了研究，他们选取了 4 个年级 120 篇英语议论文作文内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学生在文章切题性、

论点明确性、篇章连贯性、说理透彻性等方面的思辨能力较为薄弱。这是一次实证性和探索性的研究，

所得到的结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这些实证数据不能充分证明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思辨能力比其

他专业大学生的思辨能力低。为了进一步更好的检验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低于其他文科类大学生

思辨能力这一假设，文秋芳等（2010）对英语专业 1-3 年级的学生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总体上英语

专业大学生的思辨能力显著高于其他文科类大学生，但这种差距会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渐缩小，到第

3 年时已无显著差异。该研究结论一方面印证了我们的观察和经验，即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的提

高速度，不如其他专业的学生。另一方面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英语专业培养模式一定在某个环

节上出了问题，否则，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思辨能力起先是优于其他文科类大学生的，但到了 3 年级时

为什么和其他的文科类大学生相差无几呢？ 

近年来，有关思辨能力培养的实证研究（如文秋芳, 王海妹等, 2010；文秋芳，赵彩然等, 2010；

桂林、张熙, 2010；杨宇红、丁亚军, 2011；等）也陆续出现了，这种研究范式将会成为英语专业思

辨研究的重要研究范式。  

4) “思辨能力培养”与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研究 

《大纲》将英语专业课程划分为英语专业技能、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三大类课程，分别

需要65%、15%和20%左右的学时。文秋芳、周燕（2006）提出要压缩以语言技能为主的教学课时。从

二年级开始就逐步增加学科内容含量的课程，例如语言、文学、社会科学等入门课程。李莉文（2010）

认为专业技能课程所占的比例过大，留给思辨能力训练含量更大的专业知识课程和人文课程的课时太

少。她主张压缩英语专业技能课的学时比例，并通过调整教学内容和改革教学方法，实现提高思辨能

力这一人才培养目标。黄源深（2010）也基本持相同的观点。他主张大大减少专业技能课课时，着重

增加语言、文化知识类课程，此外他还主张开设思想方法和思辨课，分别安排25%、65%和15%左右的

课时。孙有中（2011：54）在赞同英语界形成的重要共识（如压缩技能课程在总课时中的比例，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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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专业知识课程比例，建立跨专业辅修/双学位机制，利用校级通识教育选修课平台。）的基础上，

提出“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还有必要进行三个方面的尝试：其一，在所增加的专业知识课程中应

重视那些更有利于思辨能力训练的理论性课程建设；其二，建设研究方法课程，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

学的定性和定量基本研究方法介绍给学生，还可以鼓励甚至要求学生选修高等数学和统计学方面的基

础课程；其三，开设一门完整的或一个学分的课程或至少是系列讲座，向学生专题介绍思辨能力的有

关概念和学习方法，提高学生对思辨能力的学习意识，以便他们在所有课程的教学活动中配合教师不

断自觉训练和提高自己的思辨技能。”笔者也认为，目前的课程体系是主要围绕培养掌握英语的人才

而建立的，以此为终极目标不可能培养出思想活跃、富有创造性的人才来，英语专业课程的调整是势

在必行的。但是如何改则需要英语学界群策群力。 

5) “思辨能力培养”与具体专业课程教学方式和方法的研究 

思维培养不是单纯某一具体课程的职责,如逻辑学、心理学或教育学的事, 思维培养不能脱离教

育过程和内容,每一门课程都应该教学生如何逻辑思维,如何进行分析比较,如何提出问题并加以评估

（杨桂红，韩丽,2006）。针对目前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缺席”的现状，学者们主要以教师、学生以

及课程设置等为研究对象，围绕着思辨能力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展开讨论。现有的研究主要涉及

了以听、说、读、写为主的具体的专业技能课程和英语专业知识课程课堂教学中思辨能力的培养，这

些研究包括：口语课程与思辨能力的培养（文秋芳, 1999；彭青龙, 2000），英语专业写作与思辨能

力的培养（韩少杰，易炎, 2009；苏翊翔, 2009；李伶俐，万德辉, 2011），英语专业阅读教学与思

辨能力的培养（孙璐, 2008；楼捷, 2011），英语专业视听说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王祥兵、刘晶, 2008），英语专业精读教学与思辨能力的培养（展素贤，王振立, 2002；吴静, 2011），

英语专业文化、文学类课程与思辨能力的培养（王娜，张萍, 2008；梁天夏, 2011），英语演讲、辩

论与思辨能力的培养（刘艳萍, 2009；张艺琼, 2010），等。 

研究者们积极探索了教学方法的运用，如展素贤、王振立（2002）认为精读课堂上采用合作语言

学习（cooperative language learning）策略可以有效提高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和协作能力。彭

青龙（2000）认为在口语课堂中以学生为中心，以社会热点话题为主线，让学生参与一系列语言交际

活动，如小组讨论、演讲、和辩论等。黄源深（2010）认为学生可以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来提高英语水

平,而不必完全依赖精读、泛读、口语、听力等纯语言类课程，提倡自主学习,通过“阅读—讨论—写

作”这一基本学习模式来获得知识、技能和思考能力。蔡立颖（2010）梳理西方哲学界及教育界关于

批判性思维的研究，提出了“四段式”批判性思维英语教学方法，包括“批判性阅读”、“批判性讨论”、

“批判性写作”和“批判性评价”。 

这些不同的方法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如何？它们是否真正促进了思辨能力的

发展？这些有待进一步量化研究。 

6）思辨能力量具的研究 

量具可以用来发现英语专业大学生在思辨能力发展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可以更好地探究解决这

些问题的措施。国外对思辨能力开展研究较早，至今，国外学者研发了近 30 种成熟的思辨能力量具，

如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测验(CCTST)、剑桥思辨能力测试（CTSA）、恩尼斯—韦尔批判性思维书写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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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EWCTET）等等，并进行了大规模的信度和效度检验。与国外已开发的多种测评工具的状况相比，

国内现有的测评工具大都是直接从国外文献翻译过来的，少有的工具也仅适合具体的学科， 缺乏广

泛性。近年来，国内以文秋芳等（文秋芳，王建卿等, 2009；文秋芳，赵彩然等, 2010）为代表的学

界人士对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量具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信度和效度检验。但是，

这种研究意识和尝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4.存在问题与反思 

以上通过数据分析揭示了国内英语学界思辨能力研究的现状，同时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浮

现了出来。下面将一一讨论这些问题并就相关话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4.1 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缺席”与英语专业学习再讨论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大学生思辨能力欠缺。与其他专业相比，国内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

力更欠缺。这似乎是学界的一种共识。这是否意味着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缺席”主要和学习英语有

关？若答案是肯定的，如何解释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杨周翰、李赋宁等一大批老一辈学外语出

身的人却成为了学贯中西的语言文学大师的现象呢？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

状的存在？ 

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视角观察，“思辨缺席”与英语学习本身（包括背诵、记忆）没有太大的关

系。在英语学习的初期，大量的记忆和背诵是必须的。心理学家（Feldman, 2011：199）说，记忆是

我们输入、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过程。面对信息，通过各种感官，我们获得感知记忆，但是这些记忆大

多瞬间就被遗忘，只有那些通过反复练习的信息才能进入到短期记忆，随后大多也被忘掉，而只有那

些经过煞费苦心练习的才能进入到长期记忆，成为事实信息或技巧和习惯，这些相互联系的信息群成

为心理表征或语义系统，人类的知识就储存在其中。学一门外语就是学习一种新的知识，新的知识的

学习必须通过记忆。记忆不但有助于知识的掌握，而且也有助于思辨能力的发展，因为体现思辨能力

的问题解决模式就需要长期记忆中储存的信息来设计问题解决方案或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长期记忆

和思辨能力是大脑中不同区域的两个重要的神经功能。打通这两个神经功能之间的联系不但能有助于

知识的获得，而且也有助于思辨能力的发展。然而，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之间是有区别的。研究提示，

工作记忆中储存的东西越多，越难集中在最重要的东西上。(J.W. de Fockart et al 2001, 摘自Zull，

2002:184)长期以来，在英语教学中，由于各种各样考试的引导，我们将英语学习的重点放在利用工

作记忆大量背诵和记忆许多内容，这样做某种程度上的确锻炼了部分记忆神经功能，使其越来越灵敏；

但另一方面工作记忆超负荷运转，越来越抓不住重点内容，同时也忽略了思辨能力神经区的使用，长

此以往使得思辨能力神经区得不到锻炼，越来越迟钝。所以，外语专业学生“思辨缺席”根本原因是

在过度使用（工作）记忆神经区时忽略了思辨能力神经区的使用，使得思辨能力区长期处于“闲置”

状态造成的。那么，在英语教学中，哪个阶段应侧重于锻炼记忆神经功能？哪个阶段侧重于锻炼思辨

能力神经区？如何做到记忆神经功能和思辨能力神经功能的共同发展？这些将另文讨论。 

4.2 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培养方法再探索 

如何培养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 “在会诊的基础上，外语界的专家和同仁们就根治思辨缺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 9 期                  第 14 页 

席症开出了种种‘处方’” （胡郑辉，2011：304）。这些种种‘处方’主要针对的是以下问题，如大

纲的问题，课程的问题，教学方法的问题，师资的问题以及教材建设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的确

会有助于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但是大纲的修订，课程的重建，教学方法的改变，师资水

平的提高以及教材的修订都需要一个具体、切实可行的方向。笔者认为，学习是依靠大脑来完成的，

思辨能力也必然离不开人的大脑。大脑和学习以及思辨能力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理清了这些关系，

我们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教学大纲，也才能设置出合理的课程，提出恰当的教学方法，提升师资的

综合素质并编写出高质量的教材。 

美国神经学家、生物学家及教育家 Zull （2002:21） 根据脑成像研究的成果，经过很多年的潜

心研究归纳出如表 3所示的大脑皮层不同区域的主要功能及其与不同阶段学习的对应关系。 

表 3 大脑皮层不同区域的主要功能及其与不同学习阶段的对应关系 

 大脑皮层不同区域的主要功能           功能与循环学习不同阶段的对应                      

 感知区域以看、听、触摸、和尝           该功能与依靠来自世界的直接的物理信息的  

 的方式接收外部世界的最初输入。         具体经验的一般定义相吻合 

 后整合区域参与记忆的形成和重           这些功能与在反思过程中所出现的，如记忆相 

 组、语言理解、发展空间关系以           关信息、幻想、任意联想，发展观点与联想， 

 及辨认物体、脸和运动。简言之，         重新组织经验并分析经验等相匹配。 

 该区域把感知信息整合在一起创            

 造意象和意义。   

 前整合区域负责短期记忆、问题          该功能与抽象的生成阶段相吻合。抽象生成阶 

 解决、做出决定、做出行动的计          段要求掌握意象和语言生成的新的心理布局， 

 划、做出判断和评价，指示大脑          为未来的行动做出计划，做出比较和选择，指 

 其余的行动，组织整个身体的行          示回忆过去的经验，创造象征性的表征、替换， 

 动和活动。                            并处理短期记忆中所储存的东西。 

行动区域直接激活由身体引起的所        该功能与行动的必要性相关。对于抽象的积极 

有相互协作及自主的肌肉收缩，从        实验要求将观点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或者身体 

而产生运动。该区域完成计划或将        部分的运动，包括脑力活动，如写作、做实验 

前整合区域（包括通过言语和书写        辩论、交谈，等。 

的语言具体的生成）所生发出的观          

点变成具体的行动。 

该列表显示，学习是一个循环过程。要很好地完成这一过程，大脑皮层的各个区域都应该被调动

起来。英语学习也是如此。它也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只有经过了大脑的 4个区域的运作，我们才可以

说学会了一个句式、一组词汇、一个篇章。所以，弄清楚大脑皮层不同区域的主要功能，以及这些功

能和学习的关联性。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久而久之大脑的不同区域得到了锻炼，学习得到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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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思辨能力也就得到了加强。那么，具体在学习的不同阶段有什么样的目标，设置哪些课程，采用

哪些方法，需要什么样的教材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一一解决。 

4.3 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研究视角及方法再探讨 

如前文所述，1989—2006 年之间发表的论文基本上都是总结性的、经验式的研究，2006年至今，

实证性研究的论文日渐增多，并有可能发展成今后思辨能力研究的重要方法。但总体上来说，进行思

辨能力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比较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应用价值。因此，本研

究提出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应该呈现多元化的研究态势。首先，英语专业大学

生思辨能力的研究视角应该向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和跨学科转向。进入 20 世纪

以来，自然科学如生物学、医学、神经科学等对人脑的研究有了重大发现，揭示了人脑神经元系统，

大脑皮质区域及其与人类学习的关系。若能将这些发现应用到思辨能力的研究中不但能取得思辨能力

研究新的突破，而且能使思辨能力的研究走出经验式的研究怪圈。同时，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

人工智能、会话分析等学科的发展也为研究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使我们

能以更高、更广的视野看待英语专业大学思辨能力培养中出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其次，英语专业大

学生思辨能力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具有多样性。实证研究中的观察法、谈话法、测验法、个案法、实验

法等都可以继续应用在研究中。近年来兴起的行动研究方法、叙述法等也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

行动研究法强调的是发现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改进和解决这些问

题；同时，该方法还能增进英语教师的专业技能，从而使他们能够帮助学生进行更有效的学习。叙述

法就是采用记叙的方式描述问题及问题的解决。该方法的使用能够避免统计研究中所忽略的一些具体

问题，使得研究针对性更强、更全面，更有说服力。 

5.结语 

以上，在论述了国内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研究的渊源基础上，基于数据统计论述了国内英语

学界思辨能力研究的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具体研究将另文叙述。  

21 世纪是信息爆炸和知识爆炸的时代，以往以知识型教育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遭遇到严重挑战，

时代呼唤培养具有思辨能力的创新型人才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不但要具有科学系、系统性、前

瞻性，而且还要具有实践性、应用性及可操作性。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研究就是为构建这

种新型教育模式所作的有力的尝试。这种尝试能加速我们培养出创新型人才，以便在这个日新月异且

错综复杂并充满竞争的世界获得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步伐，而且也是实现我国高校素质教育的关

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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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如何提出和分析问题：以老板跑路为例(续)  

（董毓 加拿大） 

[前情提要] 2011年4月以来，温州有80多家企业失踪，堪称温州企业老板的集体出逃。以央视为代表

的主流媒体认为：温州民营企业因为不能从银行筹资发展实体经济，所以才向有大量闲置的民间借高利贷，

政府应该“救市”。但是地方和财经专业一些报刊和网络有不同的看法：温州老板的失败是因其投机成性，不应

由政府救助。就此，董毓博士作了详尽的分析： 

 

问题分析和确定－－思考的起点和关键 

你看，问题的提出和判定，决定思考的走向，代表极为不同的解决和后果。而提出和界定问题本

身也是分析和认识，是批判性思维，是尊崇理性、求真、开放和反思的原则的思考过程，这样提出的

问题才能合乎实际，指引解决的方向和空间。如果问题的提出、判断、解读是脱离实际和偏离核心的，

那么按照这样问题的思考就会离题万里，解决的努力就会全盘皆失。 

应该指出，在这个事件上，实际情况是，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及其专家的观点，影响了政府的认识

和决策，虽然“政府救市”的主张的后续如何没有见到报道，但银行投入资金挽救一些老板的情况，

和许多政策政策制度改变，比如放宽民营企业贷款的风险标准，设立温州金融改革综合实验区，成立

合法的民间贷款机构等措施，都相继出现。但是，这些并不影响对真实问题的考察和准确判别的必要

性。我们应该根据批判性思维的原则来把握、分析问题，这是走对方向的关键一步。 

对同样的老板逃跑的事件，中央电视台白岩松表述的问题，和一些网民表述的问题，形成尖锐对

立，自然对它的解决也就南辕北辙。 

如上所述，白岩松的问题是： 

 “为什么温州民企无法为生产筹集资金所以被迫借民间的高利贷，从而导致破产、跑路？” 

白岩松的回答是：民营企业受银行的（潜在）歧视，难以得到贷款。自然，他的解决方案是：改

变制度，一是让温州民企容易从银行借贷，二是让温州人的钱可以合法借出投资。 

而许多网民的看法实际上是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温州民企借民间的高利贷，从而导致破产、跑路？” 

相应地，他们的解答是：温州老板实际是在投资房地产或转手放高利贷，赚快钱，所以，自然不

能去为他们的投机行为失败而买单，不管是什么形式。 

那么他们的问题判断，哪一个更符合实际？我们不妨来把问题的涉及的每个方面一个个提出来分

析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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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白岩松表述的问题，本身就是个更复杂问题，它包括了更多的隐含的假设和推断，即

这个问题包含了许多小问题，它是个多前提的推理的结果，所以分析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将它们分解开

来，比如： 

 温州民企因为生产缺乏资金而去银行贷款 

 温州民企难以（为企业生产）从银行贷款，所以只好去借高利贷来维持生产 

 这些老板因为高利贷而导致经营失败，所以跑路 

 温州民企是实业做不下去了才被迫去投资房地产以求生存的 

 所以，温州民企是受银行歧视而无法为生产筹集资金所以才去借高利贷而走入绝境 

 不救跑路的老板就是损害实体经济，就会导致中国的次贷风暴 

分析和判断问题，就应该对这每一个假设或推断问一声：真的吗？ 

分析问题：民企无法为生产贷款－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可以先看上述的构成性隐含前提和推断的第二个：温州民企真的是难以从银行贷款吗? 一般

来说，从银行里拿钱出来从来就是困难的，这是在商言商，银行做生意，不能放坏账太多亏本，所以，

它要评估风险，要保证，要抵押为手段。所以企业贷款，从来都不容易。但主流媒体说温州民企难以

从银行贷款，指的是特别的难，所以大量企业有生产性贷款需求却无法得到钱。那么这符合实际吗？

从报道的字里行间，人们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胡福林的信泰集团，一年销售额 2 亿，负债 20亿，

其中 8 亿来自银行，12亿来自高利贷，说明能凭 2亿销售额从银行贷来 8亿，显然不难。因此一些

人笑问，销售额 2 亿负债 20 亿这“是不是太搞笑了”？“产值 2 亿多的公司都可以融资达到 20 亿，

温州的企业哪来的融资难啊，到底难在哪里，除非是说信泰的融资目标是 200亿，现在只搞到 20亿

所以太难了对吧。”(9) 

信泰并不是个例，很多负债跑路的老板其实也欠银行的钱。这篇报道说，温州的问题不是缺贷款，

反而是“过渡融资：资金断裂无关中小企业贷款难” 

温州 90%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部分项目能获得两个或两个以上银行授信 

温州信贷风暴中媒体偏爱描述中小企业融资难、资金链紧张、银行惜贷、面临关门倒闭等状况，

这也成为救市政策首要解决的问题。但事实上，温州 90%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每年上千亿的信

贷金额不给它们给谁？融资难一般是说大量企业缺少资金购买原材料而不能开工，但温州企业大部分

企业并不存在这种情况。现实情况恰恰是温州企业个个都不差钱。一份名为“2010-2011年温州金融

形势分析与展望”研究报告曾指出温州的过度融资风险，“有的项目分别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银行授信，

授信总额远远超出土地的出让价格和评估价值，甚至达到近 3倍。”  

该报道接着指出，从温州统计局的数据也可以发现当地银行对企业的信贷倾斜，温州金融机构今

年 1 至 8月已超负荷放贷 585亿元。“由此不难发现，以开放中小企业融资为主旨的相关政策基本可

以算是开错了药方，因为温州大部分中小企业从来就不缺钱。”(10) 

问题核心：钱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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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温州企业很多都从银行和其他地方借了不少钱，那么钱到哪里去了？了解这一点很关键，它

可以帮助回答第一个假设：温州民企是因为生产缺乏资金而去银行贷款的。这个假设在白岩松那里自

然是肯定的，而如果它成立，那么借来的钱就应都投到企业生产发展中去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正

常渠道筹不到资金”的断定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些老板以各种手段其实借到了不少钱，而且还可以看

出，他们是为生产而借钱这个断言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借到的钱的去向并不在生产上。 

其实，钱的去向，几乎是除了白岩松之外家喻户晓的事。不光是当地人知道，许多媒体报道已经

指出一个共性： 

“这些„跑路‟的老板几乎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他们放弃了主业，要么办起担保公司专放高利贷；

要么借高利贷去搞多元扩张，投资房地产。”博威资本董事总经理于向东告诉南都记者，民间资金链

断裂的口子已被撕开，而民间资本流向主要集中在房产领域，一旦房产商也跟着跑路，问题就会接踵

而来，最后甚至出现“中国式金融风暴”。(11)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中，除两家房地产公司和 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 40

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了房地产开发，其中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等知名制造业企业。” (12) 

经济观察报在“温州老板：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报道中说：这场始于温州的企业资金链断裂、

民间借贷危机，早在十几年前温州炒房团声名鹊起时就已经埋下伏笔。此后在投资风生水起，高利贷

疯狂的狂欢中，实体企业又面临产业空心化预警，一些微利企业甚至出现银行贷款几倍于资产的情况。

报道举例说，一家资产 3000万元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前后找了 5家担保企业，去 5家银行各短

期贷款了 2000万元。而这 1亿元贷款多半是放高利贷，赚取利差和房地产投资。其次既要身份又要

面子的企业主，买豪宅、开豪车、穿名牌、喝名酒、抽名烟，高额消费让资金快速消耗。之前温州相

关协会负责人估算，温州商人进口的红酒占到全国比重的 30%左右。一位法国某著名酒庄总裁访问温

州，看到温州人像喝啤酒一样喝红酒，不禁连竖拇指，连声赞美“很好”。(13) 

老板跑路，既非因为实业贷款难，也非因为实业破产 

现在，我们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温州民企真的是因为生产缺乏资金而去银行贷款吗？不是的，

上面说温州老板实际是在造假来骗贷款，特别是将机器设备等全部开启空运行，制造一个生产繁忙的

假象，以便顺利的贷到款，然后拿去炒房。当然这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需要谨慎和分析，不

过把上面列举的其他报告，和“太太炒房团”和“太太赌博团”都闻名于全国等等事实一起综合，事

实的真相就比较清楚了：温州企业不是为了生产去贷款，“生产似乎缺乏资金：是假象，其实是缺乏

把钱放到生产的意愿，相反他们大部分利用企业实体生产的名义借了大量的钱投入到高利贷房地产和

挥霍上。那个跑的富有创意的奥米公司老板就是这样。文章开头引用的《了望东方周刊》报道中称，

“老板是温州龙湾人，他将工厂抵押出去，向银行借了很多钱，然后用这些钱放高利贷，最近龙湾出

现多位企业主跑路，就是因为高利贷出了问题，现在老板也受影响，资金链出现问题，还不出银行贷

款，最终只能一逃了之。”(1) 

相应地，“温州民企因为难以为生产筹集资金而被迫借高利贷”的说法自然不符合实际。如果真

是为生产借高利贷，主要有两种可能：温州民企看到了获高利的前景而去借高利贷生产－－那么那种

产业可以有每年60%以上的利润？或者但没有钱购买原材料维持生产所以被迫去借高利贷－－这后一

种情况即使有也不是跑路老板的普遍情况。没有一个报道说明那种产业需要这样大规模借高利贷来购

买原料或付工资以维持生产。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 9 期                  第 21 页 

“记者调查中了解到，实际上一些民间借贷月利息折合已超过 5分。换言之，“5分利”等于资金

的年回报率是 60%，相当于一般制造业年利润率的 6倍。专业人士称，如此离谱的超高利润率是不可

思议的，“除非去贩毒”。”  (12) 

只有房地产在某几年有这样的上涨率，而这是不可能的持续的，所以必然地，最后借的钱还不了

放的收不回来。其实温州老板的代言人周德文自己也说出来了： 

“周德文强调，随着去年以来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频出，房地产利润难以支撑高昂的高利贷利息，

资金链断裂成为压倒诸多温州商人的最后稻草，于是“跑路”成为必然的结局。”(14) 

  而且，还可以看出，这些老板没有一个是因为生产经营本身的失败而无法还债而跑路。大量事

实说明他们的实业依然在赚钱，只是补不了房产投机的亏空。他们没有一个是因为背生产的债务而跑

的。除了被反复引用的那个投资太阳能产业失败的例子, 这些老板几乎没有是因为生产出问题，或者

销售出问题，或者是因为生产经营本身的失败而无法还债而跑路的。《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称，锦潮

电器以生产剃毛器为主，厂房约有 5000平方米，工人 50名，厂房是租用的，搬来仅一年时间。这一

年来，企业经营规范，效益也算不错。“老板失踪之前，并没有任何异常举动，失踪得很蹊跷。”知

情者向媒体透露，戴列骏可能涉及上亿的担保业务。一个 50 人的工厂主涉及上亿的担保业务！8月 6

日失踪的郑珠菊曾是温州龙湾最大的电器经销商，“经营的“百乐家电”颇为红火”“一年进账几百

万，有良好根基的家电生意”，她原来也是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借贷业务。(1) 

显然，这些老板的实体生意都还在赚钱，只是补偿不了房地产高利贷的大额欠债。 

中新网金融频道： 

华兴资本 CEO包凡在其微博上表示，“所谓地下钱庄而引起中小企业连锁倒闭在我看来根本就是

混淆视听。真正的中小企业根本借不起高利贷，借放高利贷十有八九是去投机，以房地产为主。而今

银根紧缩，尤其是信托融资被断，造成资金链崩溃。以拯救中小企业为名，替地下钱庄解套，救的是

房地产商和他们的主子，过去几年宏观调控将功亏一篑。” 

一些网友则戏谑称，可能温州的小老板们太爱自己的企业，所以借高利贷来制造打火机。 

温州当地一位担保业人士在接受潇湘晨报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高利贷几乎没有进入到

实业生产的，跑路的那些鞋企老板我认识，他们参与放高利贷才跑路，并不是企业本身运营出现了问

题。”(15) 

是实业做不下去了才被迫去投机房地产？ 

现在我们知道了，温州老板跑路，是因为借高利贷投机房地产而被套牢，和实业生产无关。不过，

温州民企真的是实业做不下去了才“被迫”去透资房地产以求生存的吗？是实体空心导致了投机房

地产，还是投机房地产导致实体空心化？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关系到是经济和社会该为此负

责，还是他们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问题。媒体说“分析人士指出，产业空心化、企业热衷挣快钱，

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2011-10/04/c_122119620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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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民间高利贷的大规模发展；同时，高利贷的发展反过来又加速了产业的空心化。”听起来这种相

互作用的说法很保险，但其实是把问题的根源放在企业空心化为先上。这是事实吗？ 

白岩松在后来又为此作了一个专题节目，在那里他引用信泰集团投资光伏产业失败的例子，一个

曾“肯花 5 万 8千元救一只海龟”的正得利鞋业老板跳楼的例子，和老板辛苦一年不如老婆炒几个房

的事例来证明，勤劳有良心的温州人炒房借高利贷是经济环境的问题： 

解说：老老实实做实业，就要面临人民币升值出口困难，原材料涨价成本上升，工人加薪和用工

荒等困难，一年下来还挣不到多少钱，相比之下，拿钱炒房子，买煤矿，甚至放高利贷，来钱就快多

了。赚快钱的滋味犹如吸毒，让许多尝过甜头的企业家欲罢不能。 

白岩松： 

之所以温州炒房团、炒煤团大量出现，除了在温州人身上找原因之外，环境更该反思。一个温州

老板做实体经济，一千来人的厂拼死拼活干，一年利润刚刚百万，可他夫人在上海买了十套房，八年

后获利三千万。您说，再踏实的温州人也可能动心啊。同样的道理，温州一方面严重有钱，民间资本

超过六千亿。可另一方面，温州又严重缺钱，民营中小企业贷款贷不到钱，只好走进高利贷的市场。

温家宝对此情况在温州用了玻璃门和弹簧门来形容，要么不让进，要么弹回来。 

 所以白岩松重提改政策、救老板之招，“从政策和行为方面，改变对中小民营企业的现实歧视性

做法，一视同仁，平等对待”。(16) 

其实，人们看得出，让这些投机者更容易贷款的政策“解救”办法其实和直接出钱直接亏本差不多。

一个叫“午夜星辰 1968” 的网友从信泰集团年产值两亿元负债 20个亿，其中银行贷款约 8亿的事实中

推论： 

一个年产值仅两亿元的企业，已经从作为国家金融机构的银行中贷了 8亿元的款，哪来的歧视？

哪来的融资困难？一个年产值 2亿多的一个企业，拿什么担保去贷银行 8个亿的款，在风险这样大，

基本上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情况下，银行还要把巨款贷给他，这样看来，银行对这些企业的

融资不是太苛刻，而是太宽松了，宽松得让人吃惊！人们不禁要问：这样规模的一个企业，搞了那么

多资金干什么用？按照一些人的解释，是因为信泰转产光伏产业。但依靠高利贷搞光伏产业是不靠谱

的，光伏产业的利润再高，怎么能高得过当前温州高利贷的利率，一个精明的商人怎么会去干这样赔

钱的生意呢？据温州担保公司从业人士介绍，在 2009年房价高涨之时，胡福林的信泰集团涉及房地

产业。(17) 

当然，应该说实业有困境的一面，但什么时候实业没有困境，难道中小企业都是从顺境中创业走

过来的？难道只有温州有中小企业，只有他们才有困难？而且，温州炒房，并不是最近经济危机时期

才开始的。正如上面经济观察报指出，这场始于温州的企业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危机，早在十几年

前温州炒房团声名鹊起时就已经埋下伏笔。此后在投资风生水起，高利贷疯狂的狂欢中，实体企业又

面临产业空心化预警，一些微利企业甚至出现银行贷款几倍于资产的情况 。(13) 

这样的资本“投资潮”由来已久。2003年温州资本进军山西煤矿、2007年收购新疆油井，2008年

金融危机暴发之后温州资本开始涉足创投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领域，最近一两年在银根收紧的

背景下投向民间借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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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年在房地产市场，最近则在资本市场，在„造富神话‟的刺激下，温州越来越多以实业为本

的民营企业家们显得躁动不安。今天温州的民间借贷，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

会长周德文(微博)说。(12) 

“因为实业利润菲薄到只有 10%以下，所以只好去炒房”的论调完全不能服人。10%并没有什么活不

下去的问题。在美国，中小企业的利润平均就在 7%－16%之间，而且达到 10%以上的多半是白领和服

务行业，企业如服装店利润一般是 4%到 13%。(18) 中国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利润远不到 10%，2012

年 1 至 6月份利润为 5.43%，同比下降 2.2%。而上面所引的经济观察报报道指出 2011年上半年，温

州实体企业，1－5月份，温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77.9亿元，同比增长 15.6%，虽然增长率

比去年同期下降 37.6个百分点。(13) 

所以，把炒房炒煤这样的温州特有的投机冲击市场的行为解释为经济社会环境所致是不能成立

的。人们只要看看在同样环境中没有去这样的人就可以否定这样的因果关系。温州的企业走向高利贷

投机房地产而失败而逃跑，是和温州风靡全国的＂炒风＂有关，是它代表的受鼓励的贪婪投机风的蔓

延的结果。它使人们丧失了房价不可能永远以 60%年率增长的常识。这和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贪婪和

跟风的盲从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贪婪的膨胀，投机的风气，房地产的畸形发展，实业发展的缓慢或困境不会成高利贷投

机的原因。而把资金投向房地产投机是企业空心化的原因，而为了这投机不顾一切借高利贷，最后收

益抵不上利息，是跑路老板的旅途的全景写照。 

这篇名为"让温州信贷危机自生自灭吧"的系列综合报道总结，贪婪才是投机的原因： 

中小企业融资难在温州不过是贪婪的遮羞布和挡箭牌 

综上所述，当下温州发生的风波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民间债务危机。疯狂扩张的资金链总有脆弱的

一端，一旦断裂迅速传导，投机失败的赌徒们开始哭穷，以“温跑跑”和“温跳跳”为代言人希望国家救

市，银行放水归还高利贷，从而恢复元气将炒钱游戏进行到底。所谓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国家对民间

融资管制太严等状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温州的环境里，均不过是贪婪的遮羞布和挡箭牌。 

    该报道这样画出了因果链： 

最后再来回顾这一场信贷风暴的发酵线路图：温州人靠低端产品完成资本积累→→抽离实业赚

快钱（炒房炒矿炒物资）→→被套或亏损→→贷款→→孤注一掷想扳本（加倍炒房、炒黄金白银期货）

→→银行信贷收缩→→借高利贷还贷→→想继续贷款→→贷不到→→借高利贷借新还旧→→演化成

金融传销炒钱→→房地产难出货及金银期货大跌→→借债人跑路→→金融传销击鼓传花游戏中止→

→高利贷资金链断裂→→民间债务危机。(10) 

所以，实业贷款难而破产的问题是个伪问题，“解救”更是乱吃药 (待续) 

 

【教学反馈】 

批判性思维培养——大学教育的使命之一  

刘西瑞 马风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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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广东汕头 515063） 

 

1 大学教育面临新问题 

我国每年有数百万新生走进大学的校门，在接受了四年大学教育后，当他们走出校门之时，心智

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他们个人，对于社会都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大学教育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未来，责任可谓重大。在这种心智的变化中，思维能力的提升和思维态度的转变

当属两个重要方面。对学校而言，应该向学生教授什么样的知识，从而提高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综合素

质，成为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知识加速更新的时代，人才的竞争上升到国力竞争的高度；

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也发生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大学教育必将面对许多

不同以往的新问题。 

问题之一，在科学知识快速发展，呈现“知识爆炸”的情况下，大学应当如何传授知识？“知识

爆炸”意味着知识总量的急速增大，这一情况使得每个人所能掌握的只是整个知识体中的一小部分；

同时知识的新旧交替也十分迅速，大学期间所学的某些知识可能在几年之后就变得无用了，因而终身

学习的理念已经成为共识。那么在大学阶段怎样的知识学习才更有效，更有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呢？ 

问题之二，多年形成的大学专业划分在实际应用中已经淡化，大学如何改变现有的专业性教育，

以适应这种变化？专业淡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现代技术往往是多专业联合的产物，单一的专业知

识常常难以满足需要；另一方面，大学毕业后的自主择业和人才流动也使得专业背景的影响日渐降低。

这使得以课程内容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学生走向社会后的实际需要，这种状况使得能力培

养在一定意义上显得比获得知识本身更加重要。 

问题之三，国际互联网技术的产生，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以及手机短信、微博的流行，使

得信息交流前所未有地便捷，同时也使信息量空前膨胀。让学生具备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获取有价值

的内容和鉴别信息的能力，也是当代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问题之四，同以前相比，当代社会中人际交流的广泛性也大大增加。通讯的便捷加强了全球化趋

势，国际交往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使一个农业种植户也可能面对国际交流的需要。在这种

情况下，对学生人际交流能力、沟通能力、倾听和理解他人能力的培养，也需要提上日程。 

问题之五，创造性人才是科学创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人才培养的重地，大学担负

的责任是不言而喻的。 

问题之六，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发生转型，愈加走向开放的特定历史阶段，为社会培养合格的

公民，也是大学责无旁贷的任务。 

为应对种种问题，大学教育需要走出传统模式，辟出新径，其中综合能力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一

个方面。这种综合能力又是以思维能力为基础的，它超越了专业知识的狭窄范围，渗透到能力的各个

方面。而这正是批判性思维所追求的目标。正如美国教育心理学家费希万（Facione）所说，“大学

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教会学生批判性思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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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的大学教育，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才刚刚起步。作为科技强国的美国是当前世界上批判

性思维教育开展最早最广泛的国家，其经验不无可借鉴之处。 

2 美国的批判性思维运动 

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美国教育领域中掀起了推进批判性思维的热潮，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这

一过程被称为“批判性思维运动”。美国批判性思维的代表人物保罗（Paul）将这一运动分为三个阶

段，称其为“三波浪潮”，它们各有特点。[2] 

第一波从 1970 年开始，持续到 1982 年左右，主要是由逻辑学家推进的。其特点是注重理论探讨，

希望通过引入非形式逻辑的内容，将批判性思维的内容融合于逻辑（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框架中，

其着重点在于“论证理论”的发展；而具体的措施，则是在高校开设“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

课程。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理论性较强，论证比较严格；而不足之处是内容涉及面较窄，与日常思维和

非逻辑学科脱节。它的不足引来种种质疑。质疑之一即是，是否可以通过单一的以逻辑为基础的课程，

达到提高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目的。 

第二波发生在 1980至 1993 年之间。在这一阶段中，批判性思维受重视的程度进一步提升，开始

了跨学科的、多教育层次的尝试，从专业性较强的论证理论拓展到各个不同的学科，如医学、生物学、

物理学、历史学、文学等等；同时也从大学扩展到高中，或更低的教育阶段；批判性思维得到普遍接

受，甚至用于日常生活。这一波的特点是内容更加丰富，波及范围更加广泛，但是理论拓展不够，严

谨性不足，同时缺乏统一的学科规范。 

在这期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发表了题为《明确美国高等教育潜力》的报告（1984年）。“报

告指出，高校教育应该使学生能够适应变化着的世界，这需要‘ 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综合大量信息

的能力。’”[3] 1985年, 美国高校联合会又发表了题为《高校课程设置的完善—给学术团体》的

报告。“报告要求学生最低限度要学会很好地进行推理, 当推理证据不充分时进行辨别, 学会发现直

觉的合理性,且要学会使数据为对思想的探索性分析服务, 报告进一步强调注重所需的能力、抽象逻

辑思维和批判性的分析。”[4]   

80 年代，批判性思维运动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主流。经过这一时期的改革，大多数学校都设立

了批判性思维课程。例如，“在加州州立大学体系中的 19 所大学要求毕业生具备这种能力。”[5] 

第三波始于 1990 年，一说是到 1997年为止，一说为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方向是力

图克服前两阶段的不足，使之在具有广泛性、应用性的同时，也具有理论上的严格性和深度。这一目

标在实践中遇到重重困难。按照保罗的评价，第三波所做的努力并不成功，没有实现其原先设想的目

标。这一评价是中肯的。但同时也应看到，在这一阶段中，由于认知心理学家的参与，在理论方面仍

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90 年之际，美国哲学协会受委托，完成了批判性思维运动中的著名文献《德尔菲报告(The 

Delphi Report)》（Delphi是希腊文明的发祥地，寓意“智慧之乡”）。报告题为“批判性思维：

关于教育评估和教学所达成的专家共识”。该报告较完整地阐述了在批判性思维运动中产生的一些重

要观点，包括对批判性思维构成的界定，批判性思维者应具备的特征，批判性思维的传授方法，以及

对批判性思维能力和态度评估方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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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育改革运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60年代初，由于当时前苏联在航天领域取得开创性的进

展，美国朝野为之震惊。1962 年，由政府出面，邀请了 30多位国际著名学者开会商量对策。而各种

议论的结果都指向了美国的教育，认为在教育方面，尤其是基础教育和初等教育方面出了问题，教育

改革势在必行。随之，一系列改革方案随之推出。批判性思维运动也际会了这一历史和政治的因缘。

另一方面，在在教育理论的层面上，美国的批判性思维运动又可以追溯到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提出

的反省思维理论和意义学习理论。 

3 解读批判性思维 

经过多年的理论探讨和教学实践之后，批判性思维的内涵变得相当丰富，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其做出了界定，因此当前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勾勒出批判

性思维的一些基本方面。《德尔菲报告》指出，“批判性思维是具有目的性的、可自我调整的判断，

该判断的产生是基于对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思考而做出的解释、分析、评价、推理以及

说明。”并进一步说明，一个具备批判性思维的人所具有的特点是，“习惯上是好奇的、见多识广的,

相信推理,思想开放、灵活,能合理公正地做出评估,诚实地面对个人偏见,审慎地做出判断,乐于重新

思考,对问题有清晰的认识,有条理地处理复杂问题,用心寻找相关信息,合理选择评价标准,专注于探

究,坚持寻求学科和探究环境所允许的精确结果。”[7]而保罗认为：“批判性思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

概念，用以帮助我们进行自我分析、自我评价和自我纠正。作为批判性思考者，我们学习如何思考，

并使思考的质量更上一层楼。”[8]这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 

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当两个学生具备相同的知识时，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相同的解决的能力。知识

对于认识世界来说，无疑非常重要，但是知识的真正价值在于运用。批判性思维所强调的是一种驾驭

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当一个人面对陌生的领域，复杂的问题，杂多的材料，以及相互冲突的观点

时，是否有能力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材料，找到恰当的途径去解决难题，是衡量其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标

准。 

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涉及到智力的核心，与智力结构关系密切。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智

力的认识还处在经验科学的阶段，存在多种智力理论，批判性思维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智力理论的发展。

然而，批判性思维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的实践性，它的价值是通过实践效果来体现的。如何培养思维

犀利的人，有独立精神的人，这是批判性思维所关注的重点。综合各种观点，批判性思维的特点可以

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批判性思维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是一种能够正确提出问题和界定问题的能力。这种能

力是在面对一个任务，或是一组信息时，能够找出关键因素，提炼出问题，同时能够就解决问题的方

法做出正确判断和决策。这里所说的问题既有简单的逻辑判断，因果推理，也有多因素、多层次、多

领域的复杂问题，既有科学问题，也有与社会生活相关的问题。有些思维过程从表面来看，也许并不

包含问题，例如学习过程，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任何认知过程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

进行的，学习也是如此。从不懂到懂的过程，“要懂得什么”就是一个问题，当这个问题清晰的时候，

学习的目标就明确了。 

第二，批判性思维凸现了思维中的反思性。这种反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自身思维过程的监控：

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对头脑中正在思维着的对象的意义具有良好的理解，并有意识地时时控制着

思维的进程；二是对他人的观点所做的反思。在面对一个信息、论述和结论时，即使它来自权威，都

需要经过自己的思考，然后做出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 9 期                  第 27 页 

第三，批判性思维是理性的思维，这就要求它必须遵循正确的推理过程。逻辑无疑是保证推理的

有力工具，所以重视逻辑方法也是其特点之一。但是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非形式逻辑，其运用范围都

是有限度的。在实际的问题中，某些逻辑环节往往是断裂的，无法应用规范的逻辑推演。逻辑无疑可

以提高决策的正确性，但从一定意义上说，理性思维是包含逻辑在内的一种更加广泛的思维工具。理

性是批判性思维得以存在的基础。 

思维中的逻辑推理能力，并不直接地等同于逻辑学知识。例如，一个熟知英语语法的人，其英语

水平不一定高于不懂语法的人。在批判性思维中，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更注重的是一种内在思维习惯

的养成。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开放的态度未必是思维能力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思维的动力。这种态度一方

面表现为具有好奇心，不满足于已有的知识，对新颖事物充满兴趣；另一方面则是对不同意见的倾听

和接纳。更重要的，这种态度可以改变因自我中心而造成的狭隘性，它体现出对真理的追求。而追求

真理，被许多文献推为批判性思维的核心价值。 

关于批判性思维，最常见的是划分为两个方面：批判性思维技能，和批判性思维态度（倾向）。

技能是解决问题时表现出来的能力，是方法、策略和技巧；态度是对采用何种方法、策略、技巧所表

现出来的偏好。当然，态度也是需要引导和训练的。当批判性思维式的态度成为一种基本习惯的时候，

思考者就可以更加积极地、自然地采取批判性思维的技能。 

对于批判性思维技能，还可做进一步的分解。一般认为，批判性思维技能包含了解释、分析、评

价、推理和说明几种能力。批判性思维态度则可以分为：自我调整和态度倾向。《德尔菲报告》及多

个文献即是这样分析的。这种划分较为明显地带有逻辑论证的特点，显然受“第一波”的影响。 

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也是受到关注的问题之一。创造性突显的是新颖性——打破常规

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观点的新颖性和作品的新颖性。创造性思维具有灵活、顿悟的特点。灵活是进行

多方的探求，不拘一格的探求方式，所以创造性思维也被称为发散性思维；而顿悟是一种飞跃、跨越，

是一种整体性的变换。创造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虽有区别，但重叠之处很多, 是从不同角度对思维特

点的刻画。从创造来看，要具备新颖性，必须对现有的状况进行批判，做出反思，这也正是批判性思

维所要求的。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包括准备、酝酿、明朗和验证几个阶段，其中关键的是酝酿阶段。而

这一过程显然需要有批判性思维的参与。验证的阶段需要进行严格论证，又必须运用逻辑方法。所以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有助于创新素质发展的。另外，创造性倾向对于新颖性的追求恰好也符合批

判性思维中对好奇心的要求。可以说，这两种思维是相辅相成的。 

 

 

4  培养现代社会所需的人才 

批判性思维培养在大学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一点在西方教育界已经达成共识。正如哈佛大学

前校长博克（Bok）所指出的：“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是本科教育的重要目标”。他进一步解

释，批判性思维是“提出相关问题、认识并定义问题、分辨各方观点、寻找并使用相关的证据、最终

做出严谨、合理的判断”。[9]在我国，批判性思维教育也开始受到关注，目前已有多所高校开设了

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如何实施，我国学者也也有诸多论述。[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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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大学生是明天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的批判性思维教育是在为未来社会

培养人才。前面我们谈到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新问题，可以说，批判性思维是应对这些问题的有效工

具。批判性思维是一种超越专业单一性而更具普遍性的思考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虽然离不开

具体的知识学习过程，但是，这种能力更加容易实现迁移，容易从一个领域的运用过渡到其他领域。

批判性思维克服了原子式的局部构造式的认识方式，有利于从整体的角度认识事物。这种驾驭知识的

能力在知识爆炸的年代显得更加有用。无论从海量信息中提炼出有用的信息，还是判断信息内容的可

靠性，都可以通过批判性思维的训练而得到相应提高。一个具备了批判性思维的人，更加容易适应一

个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 

批判性思维不仅仅有助于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同样有助于为未来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 

由于交往的便捷，当今社会的公共领域比以往更加广阔和活跃。同时任何社会都需要负责任的社

会成员。处在社会转型中的中国面对着许多的社会问题。批判性思维提出的“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和

“我们应该做什么”问题，是在唤起思考者对于价值判断的认真思考。批判性思维所提倡的反思的精

神，同时也是一种怀疑的精神。愿意进行独立思考，并且有能力进行独立思考，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

具备的良好素质。培养独立思考的人——回到人的本质，唤起人的好奇心，对新奇事物抱有追根问底

的态度，对权威、对已有的观念提出质疑，这种精神能够激发人的内在动力。 

批判性思维有益于培养追求真理的精神。通过反思、批判，对错误的和虚假的对象加以识别，从

而达到对真理的接近，这是人类最可贵的精神特征。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存在种种弊病，需要找到解决的途径。正如费希万所说，“今

天，西方人口过多，卫生保健昂贵，政府机构臃肿，能源消耗居高，地球及其资源保护不够。但是,

我们仍然相信我们可以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像过去我们曾经解决了在当时看来不可能解决的

问题。研究表明,教授批判性思维就像教授其他东西一样,既需要技能也需要心智习性。”[12]  

如何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看法认

为，开设专门的批判性思维课程，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可以有效地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甚或认为

这种训练主要是逻辑论证能力的训练。另一种看法认为，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不是通过一门课程就能够

实现的，必须渗透在不同的课程学习中，与专业训练结合起来。可以看出，这两种观点与前述批判性

思维运动中不同的观点有关。笔者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是两者的结合也许是更可取的：通过一

门专门课程加以引导，使学生获得初步概念，然后通过其他课程进一步强化。思维习惯是一种相对固

定的习性，是在多年学习和思考之后养成的习惯，试图通过单独一门课程来改变，是十分困难的。然

而，把批判性思维的技巧渗透到不同专业课程中，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专业授课教师并不擅长于思

维技能的教学，对他们而言课程知识内容的重要性压倒了一种非专业的通用能力的培养。对此，一方

面通过改变教师的观念，使之了解批判性思维的内涵和作用，逐步增加批判性思维的内容；另一方面，

当学生通过专门课程对批判性思维有了初始了解之后，也可以自发地从专业学习中发现批判性思维的

因素，两者结合起来，将是更为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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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实践】 

苏格拉底问答法在思维、教学与学习中的作用 

冯洁3（编译） 

    很多教师常常会过于强调“填鸭式教学”而不是“启导思考”，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并不重视

“问题”在教学内容中所起的作用。于是，他们以为问题的答案可以和问题本身分开来教授。确实，

许多问题已被深埋在既定的教学模式中，以至于完全忽略了所有关于“这/那个XX是XX”的断言(或陈

述)就是所有问题的隐含答案的事实，例如：“水烧到100℃会沸腾”这个陈述句就是“水到达什么温

度会沸腾？”这个问题的答案。由此可知，教科书上的每个说明句都是与某一个问题相对应的答案。

于是，只要将每个陈述句转换成疑问句，所有的教科书都可以被重新改写。然而，据我们所知，至今

还没有人这么做过。这种史无前例的现象也正好说明了“问题的答案”已在教学中取得了优于“问

题”本身的地位，教师对于问题在学习（和思考）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产生了偏见。当今各类各层

的教育已把大多数问题掩埋在了一连串模糊不清的“答案”堆里。 

问题推动思考 

但是，思考的源动力来自于问题本身而不是问题的答案。要是没有那些物理学、生物学等领域

的奠基人首先提出疑问，这些领域的发展更是无从谈起。事实上，任何一个知识领域都是由一组迫切

有待解决的问题衍生而来的。而且，任何领域只有在有新问题不断地被提出，并被看作推动思维过程

的主力的情况下，才能保持其生命力。要使思考变得透彻或者进行反思，就必须不断地提出能激发思

考的问题。 

问题的提出明确了要执行的任务，表达了欲解决的问题，亦勾画出其中的重点和难题。而答案

的提出往往预示思考的完全终止。只有当从一个答案产生出另一个问题的时候才能使思考过程得以持

续。这正是为什么那些有问题的学生能真正投入思考和学习的原因。此外，学生提问的质量决定了他

们思考的质量。我们可以给学生一个考核：让他们就某一课题列出任何能想到的相关问题，包括由所

列出的第一组问题想到的其它问题。而我们从未测试学生罗列问题并阐释这些问题之重要性的能力，

                                                 
3 冯洁：汕头大学整合思维课程助教，硕士毕业于汕头大学文学院英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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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一次证明我们的确赋予了答案特权而将它与问题隔断的事实。换句话说，我们提问的目的只不过

是想得到终止思考的答案，而不是为了进一步提出新的问题。 

没完没了的填鸭式教学 

没完没了的填鸭式教学（即让学生死记硬背陈述句或者“事实”）就象是在一辆已经不幸停止

不动的车上反复踩刹车。相反，学生需要问题来启动思维的引擎，只有他们从我们的问题中产生他们

自己的问题，他们的思考才会向某个方向发展。思考要是停滞不前将毫无用处。再强调一遍：我们提

的问题决定了我们思考的方向。只有当我们的思考向某个方向发展，我们的学习才会有所收获。  

有深度的问题能驱使我们透过事物的表面进行思考，强迫我们应对问题的复杂性。目标问题迫

使我们明确要执行的任务。资讯问题告诉我们既要审查信息的质量，也要考察信息的来源。阐释问题

要求我们除了仔细反思自己是如何对信息给出解释，还要寻找其它可能的解释。假设问题要求我们检

查那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推论（或意涵或涵蕴）问题促使我们循索自己的思路从而展示其意

涵。观点问题让我们反省自己所持的观点并且考虑其它相关的立场。相关性问题要求我们区分出哪些

与问题相关，哪些不相关。准确性问题要求我们评估审核，以求真确。精确性问题迫使我们描述细节，

注重具体。一致性问题提醒我们检验思维过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逻辑问题促使我们回顾自己如何将

所有想法组织起来的过程，以确保它们在某一合理的体系下合乎情理并具有意义。 

僵死的问题反映僵死的脑袋 

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学生其实从未问过这些能激发思考的问题。他们通常会喜欢问诸如“这

个在考试中会考到吗？”此类逃避思考的僵死问题。而多数教师自己又不善于充当问题与答案的发起

人，也就是说，他们不屑于主动对所讨论的话题一遍又一遍地、全面、仔细地考虑。相反地，他们只

是扮演别人的——通常是教科书中的——问题和答案的传声筒。 

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只有当问题是由教师与学生自主发起的时候，思考才能始于内容。

提不出问题就等于完全不解，而提出肤浅的问题等于一知半解。多数学生一般提不出有思想内容的问

题。他们在课堂上不仅沉默不语，脑袋也是一片空白。所以，即便他们有疑问，也都是些肤浅、粗糙、

自承的问题。这表明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对所学的知识仔细、彻底地思考过。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就

没有学到他们应该学到的东西。 

如果我们想要引起学生对所教内容的主动思考，我们必须运用那些能够由此及彼的问题来启发

他们。我们必须克服先前的教育模式对学生思维已造成的弊病。当我们面对这一个个僵死的脑袋时，

我们必须设法救醒他们。我们必须为这些学生提供所谓的“人工辅助思维”（意思上相当于给思维进

行“人工呼吸”）。 

苏格拉底问答法的艺术 

苏格拉底问答法的艺术之所以对于批判性思维者来说很重要，是因为它对成就卓越的思维起着

重要的作用。“苏格拉底式”一词包含的性质有“系统性”，“深度性”，和评估事物的真理或可信

性的强烈兴趣。 

批判性思维与苏格拉底问答法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原因在于这两者有着共同的目标。批判性

思维向我们展示了思考（在寻求真理和意义的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全方位图景，而苏格拉底问

答法恰恰利用了这个全景，从而构思出对求真过程极为重要的问题。  

批判性思维的目标是为我们的思维建立一个训练有素的“监管” 层，它是一股发自内心的、理

性的强音，目的是为了监控、评估、重组我们的思维、感受和行动----使之朝着更理性的方向发展。

通过提供一个公共模式，苏格拉底式研讨要培养的就是那种强音。 

苏格拉底问答法的精神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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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格拉底问答法在课堂上可以有无数多种有效的操作形式，它还是有一套能引导苏格拉底

式对话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将在这一部分里边以指令的句式罗列出来。 

教师在进行苏格拉底式对话时应该： 

 用（能使对方更全面、深入地开发他/她的思维的）进一步提问的方式来回应所有给出的答案。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设法弄清楚每一个说话或者信念的基本根据是什么，再用更进一步的

提问来把握这些根据背后的蕴涵和推断。 

 将所有的断言视作通往更多思考的连接点。 

 将所有的思考视作未完成的，都有发展、提升的必要。 

 意识到任何思想只有在与之关联的思想构成的网络中才能完整存在。因此，用你的问题激发

学生找出那些关联。 

 意识到所有的问题都预设了先决问题的存在，所有的思考也预设了先决思考的存在。所以提

出问题的时候，应该开放地面对其所预设的所有先决问题。 

教师在与学生进行苏格拉底式对话时，应该系统地提出一套基于以下认识和假设的问题： 

着重于思考应具备的要素 

 意识到所有的思考都体现了一个意图；并认为只有弄明白思考背后的意图，才能完全明白思

考本身。（你这样说是想试图达到什么目标？在这一组想法中，你的中心目标是什么？） 

 意识到任何思考都预设了一个信息基础作为支撑；并认为只有弄明白是什么背景信息在支撑

或者激活着思考，才能完全明白思考本身。（你的论断是基于什么背景信息？是什么经验或

经历使你如此确信？我们如何能相信这些信息是准确的呢？） 

 意识到所有的思考过程要求作出推断，下定结论，和得出解释；并认为只有搞清楚塑造整个

思考过程的所有推断，才能完全明白思考本身。（你是如何得出结论的？你是否可以解释你

的推理过程？还有没有其它合理的替代结论？） 

 意识到所有的思考都牵涉了某些概念的运用；并认为只有先弄懂这些界定且塑造了思考过程

的概念，才能完全明白思考本身。（你的提议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你能否对它解释一番？） 

 意识到所有的思考都倚赖于其它（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并认为只有弄懂思考背后这

些视为当然的观念，才能完全明白思考本身。（你认为什么才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为

什么你会这么认为呢？） 

 意识到所有的思考都会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思考不但建基于某些东西（假设），还会迈向于

某处（蕴涵和结论）；并认为除非弄清楚紧跟着思考背后的所有蕴涵和结论，否则无法完全

明白思考本身。（你那样说的言下之意是什么？你是否意指„„？）  

 意识到所有的思考都是围绕某个观点或者参照系展开的；并认为只有弄明白那些为思考提供

路标图的观点或者参照系，才能完全明白思考本身。（你看待这个事情的立足点是什么？我

们是否应该考虑其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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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所有的思考都是针对某个问题做出回应；并认为只有弄清楚引发思考的这个问题，才

能完全明白思考本身。（我不太确定你提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你能否解释一下？） 

 

思考的系统和语境 

 意识到所有的思考可以发挥以下三个作用：表达主观偏好，（在一个非常明确的系统内）构

造客观事实，从众多竞争系统产生的竞选方案中得出最佳的一个；并认为只有先弄清楚思考

牵涉的是以上三个方面中的哪一个，才能完全明白思考本身。【所探讨的问题是否要求做出

一个主观的或个人的选择？如果是，那么就根据我们的个人偏好做出这个选择。如果不是，

那么是否有办法（于一个确定的系统内）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一个正确答案呢？还是说，

我们最终要处理的是一个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答案的问题？如果是后者，那么要是将所

有因素考虑进来的话，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是什么？】 

 意识到所有的思考都是由一定的人类生活语境中产生出来的；并认为只有先理解产生思考的

那个语境，才能完全明白思考本身。（请再详细描述这个问题发生的背景情境。当时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  

如何为引导苏格拉底式研讨做好准备 

要为引导苏格拉底式研讨做好准备，其中最佳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提出一系列的先决问题，

提前将欲探讨的核心问题仔细思考一遍。所谓先决问题，即是某个核心问题已预设的一系列问题。所

以，比如要解决“什么是多元文化主义”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得先解决“什么是文化”这个问题；而

要解决“什么是文化”这个问题，我又必须得先回答“什么是文化的基础？”这一问题，也就是“决

定一个人属于哪种文化的要素有哪些？” 

构思先决问题清单 

要构思出一个先决问题的清单，只需：首先写下你所要集中探讨的核心问题；其次，在回答核

心问题之前，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一个你必须能够回答的问题；然后同样地，围绕着前边提出的那

个问题再提出一个新问题（想想为了回答那个问题，你又必须回答什么样的问题）；接着继续，对后

边每一个新问题都采取前面相同的步骤操作。 

在构思你的问题清单时，专心注意上面的首个问题和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构思得好，你的清单

上将列有对首个问题的逻辑内涵进行剖析的一系列问题，这样就正好构成了对首个问题进行苏格拉底

式讨论的问题系列。这样，在进行苏格拉底式对话时，你就可以大致遵循这个逻辑上在先的问题系列，

主要以它为指南来深入剖析问题。 

 

清单范本 

以下是构思逻辑有效的先决问题的一个范例，注意这些问题是我们为了引导一次关于“什么是历

史？”这一主题的苏格拉底式研讨，仔细思考过主题之后构思出来的。 

 什么是历史？ 

 历史学家写作的主题是什么？ 

 什么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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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历史书是否有可能包含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 

 一本史册里，有多少某一特定时间段的历史事件会被删略去？ 

 略去的部分比载入史册的部分多吗？ 

 历史学家是怎么知道哪些内容应该多花笔墨、重点强调的？ 

 史学家在决定什么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的时候会不会已经做出了价值判断？ 

 一本历史书是否只是包含史实，还是说一部历史作品既包含了史实，又包含了史学家的诠释？ 

 当决定什么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和解读史实的时候，是否有可能完全不会带有任何观点或

者个人感情色彩？ 

 我们应该如何着手评判史学家的诠释？ 

 我们应该如何着手评判史学家的观点？ 

苏格拉底式对话范例 

在最后这一部分，我们将提供一个高中课堂上的苏格拉底式对话的范例： 

教师：这是一门生物学课程。它是一门什么样的科目呢？关于生物学，你们都知道了些什么？凯瑟琳，

你能否说一下？ 

凯瑟琳：它是一门科学。 

教师：那么，什么是科学呢？ 

凯瑟琳：我吗？科学非常讲究严谨、精确，他们通常做实验、测量和检测。 

教师：没错。除了生物学还有什么其它科学吗？玛丽莎，你能说出其它门科学吗？ 

玛丽莎：当然可以，比如化学和物理学。 

教师：还有别的吗？ 

布莱克：还有植物学和数学。 

教师：数学嘛„„数学和其它科学有些不一样，不是吗？它和生物学、化学、物理和植物 

   学不同在哪里？布莱克，你怎么认为？ 

布莱克：数学不需要做实验。 

教师：为什么不需要呢？ 

布莱克：我想是因为数字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教师：没错，研究数字和其它数学的东西和研究物质世界或者生物中的化学物质或者规律等等，都是

不同的。你可以去问问你的数学老师为什么数字如此不同，亦可以对此问题查阅相关资料；

不过我们现在先重点探讨什么叫生命科学。为什么生物学和植物学都被叫做生命科学？ 

彼得：因为它们都研究生物。 

教师：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生物学和植物学不同在哪里？珍妮弗，你怎么看？ 

珍妮弗：我说不出来。 

教师：好吧，让我们都在词典中查找这两个词，看看词典是怎么说的。 

（学生开始查词典。） 

教师：珍妮弗，关于生物学，你查到了什么？ 

珍妮弗：词典上说：“它是一门研究动物和植物的起源、历史、物理特性、生命过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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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等的科学。它包含植物学和动物学等分支。” 

教师：那么关于植物学与生物学的关系，我们知道些什么，瑞克？ 

瑞克：植物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 

教师：没错，如果仅从词源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如何描述生物学这门学科呢？如果把biology这个

词分解成“bio”和“logy”两部分，它的字面意义是什么？布莱克，这样分解的话，告诉了

我们些什么？ 

布莱克：它是一门关于生命，或者说，研究生命的科学。 

教师：好，你们现在能看出词源是如何帮助我们了解一个词的意思了吧？你们是否也察觉 

到越详细的定义是如何越清楚地阐明了一个词原来的含义呢？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会认为

实验对于生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如此重要呢？难道你们认为，人类一直以来都做实验吗？玛

丽莎？ 

玛丽莎：我猜没有，在任何科学诞生之前都没有。 

教师：是的，说得很好！科学并不是一直以来都有的。科学诞生之前人类在做什么？他们 

      如何获取信息，又是如何形成他们的信念的？彼得？ 

彼得：从宗教信仰中获取的。 

教师：是的，宗教信仰常常会决定人的观念、想法。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用宗教信仰去断定 

      ----比如，生命的真正起源、历史和物理特性呢？ 

彼得：有些人仍然会这么做。他们相信《圣经》已经解释了生命的起源，并认为进化论是 

      错的。 

教师：琼斯，进化论讲的是什么？ 

琼斯：我不清楚。 

教师：嗯，我们不妨查一下词典找找达尔文的名字，看看有没有关于达尔文学说的解说。      

      （学生开始查词典。） 

教师：琼斯，请你大声读出你查到的解释。 

琼斯：词典上说：“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所有动植物物种都是通过继代遗传、稍微的变异、不断进

化的结果；能适应环境的就能生存下来，不适者则被淘汰。” 

教师：琼斯，这段话用日常语言怎么理解？你会怎么解释？ 

琼斯：意思是说强者生存、弱者淘汰？ 

教师：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你认为恐龙灭绝的原因是什么？恐龙也是强者呀？ 

香农: 我觉得是因为冰期它们才灭绝了。 

教师：这样一来，我想光是强者还不够，你还必须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也许顺应性或者 

      适应能力比强大更重要。那么无论如何，为什么大多数人今天都会宁愿从科学中获取关于生命

起源和本质等问题的答案，而不愿意诉诸于《圣经》或者其它宗教的说教？ 

香农: 因为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科学与宗教研究的问题不同，而且科学的问题不能用宗教去解答。 

教师：我想，不单这样，我们也意识到了宗教问题也不能用科学去解答。即便如此，科学家是如何让

人们相信他们解答关于生命的本质及其过程等问题的途径的？凯瑟琳，你刚刚没怎么发言，

你怎么认为呢？ 

凯瑟琳：在我看来，科学是可以被证明的。当科学家提出一个观点，我们可以要他们拿出证据，他们

也能做得到；而且我们想要的话，也可以自己亲自去试验。 

教师：你能否说得详细一点？ 

凯瑟琳：好的。在我们的化学课上，我们会通过做实验去检验化学课本上所说的某些东西，我们可以

亲眼目睹这些检验过程。 

教师：没错，科学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当我们声称关于这个世界的某些断言为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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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能够客观上检验它们的真伪。玛丽莎，你有问题是吗？ 

玛丽莎：是的。但是，我们不是一直都在检验吗？我们也检验我们的父母和朋友，我们检验某些想法，

看看它们是否为真。 

教师：没错，但是你我检验朋友的方式和一位化学家检验一种溶液是否为酸性的方式有什 

么不同吗？ 

玛丽莎：当然有了„„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教师：布莱克，你怎么看？ 

布莱克：科学家拥有实验室，我们却没有。 

教师：他们还用精密的仪器做精确的测量，不是吗？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朋友、父母和孩子却不会这

么做？艾德里安，你知道为什么吗？ 

艾德里安：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检测我们的朋友，而是查明他们是否真的在乎我们。 

教师：是的，查明他们是否在乎我们和查明溶液的酸碱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甚至和弄清动物行为

亦不太一样。你也许会说这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实在，即质的实在和量的实在，科学主

要关注的是量的实在，而我们经常会关注质的实在。你们能否列举出一些我们都会关注的关

于质的想法？瑞克，你来说说看？ 

瑞克：我不清楚您的意思。 

教师：我是说，“质的”这个词和“性质”这个词是相关的。比如，如果我让你对比你的兄弟或姐妹

然后描述出你自己的品质，你听明白了我要让你做什么吗？ 

瑞克：我想是的。 

教师：你能否，比如以你父亲为例，向我们描述你认为他身上一些最好的品质和最差的品 

质？ 

瑞克：我想可以。 

教师：好的，那就说说看。在你心目中，你父亲最好的品质是什么？ 

瑞克：在我心目中，他是个慷慨的人。他喜欢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 

教师：那么有什么样的科学会研究“慷慨”这种品质呢？ 

瑞克：不知道„„我想没有吧。 

教师：没错。慷慨是人的一种品质，我们不能按科学的方法测量它，因为根本就没有“慷慨”的计量

单位。所以科学还不是我们了解事物的唯一手段。我们在这世上也经历了一些质的东西，我

们经历友善、慷慨、恐惧、爱情、仇恨、嫉妒、自满、友情，还有其它许多东西。在这门课

上，我们主要关注那些用定量的或者科学的方法得到的关于生命的发现。下次课之前，我要

大家预读课本的第一章并准备好在课上谈谈第一章的内容。我将会把大家分成小组，每组四

人；到时每组都要针对第一章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当然啦，不能看书），然后每一组派一位

代表向大家汇报自己小组总结的内容。之后，我们会针对前边小组的汇报进行讨论。别忘了

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因为我将会问你们一些问题，看看你们是否能够把第一章的内容与我

们今天的讨论联系起来。有什么疑问吗？好吧„„下次课见！ 

 

该 文 章 改 编 自 《 批 判 性 思 维 手 册 ： 高 中 》 一 书 。 文 章 来 源 ：

http://www.criticalthinking.org/articles/the-role-socratic-questioning-ttl.cfm 

本文译者特别感谢汕头大学整合思维项目负责人郭伟文教授给予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诚邀加盟】 

http://www.criticalthinking.org/articles/the-role-socratic-questioning-ttl.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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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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newsletter@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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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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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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批

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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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newsletter@163.com 或者编委

会邮箱：ppxsw-editor@groups.live.com。 

     另外，订阅或停订本刊请寄至编委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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